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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咱人話（Lán-lâng-uē）是閩南語的一支，也是菲律賓華人以「咱人家己所

講的話」而命名之。西元 1575 年即有傳教士以咱人話編寫傳教手冊，至今已有

440 年的歷史，但華人的歸屬問題直到 1973 年《新國籍法》才確立身分得以解

決，而咱人話也隨著華人的入籍成為菲律賓的少數語言之一。 

本文分作二大語言面向作探討： 

其一為了解咱人話的語音現況及其樣貌，進而進行傳統語言學及社會語言

學的研究，發現咱人話不僅僅在語音系統已與原鄉的晉江話有所差異，而其獨特

性更顯露在語言接觸後的詞彙表現上。再進行大規模問卷訪問，探討菲律賓華人

目前的語言使用現況，發現中、老年層對咱人話仍有高度的認同，青年層已出現

功能性的語言轉移現象，學生族群則幾近完成語言轉移。 

其二為了解咱人話在過去的歷史所面臨的困境及咱人話語言保存的可行性，

首先以文獻梳理的方式說明過去百年來生存不易的咱人話，再以語言保存的角度

進行探討，認為自 1973 年後咱人話必須重新定位，並納入《特殊語言（含母語）

保障條款》期望以增益式的雙語教育取代現行華校教育的「拼接式教學」，達到

語言保存的確實功效。 

語言即是身分的表徵，即使咱人話沒有受到任何的法令保護，也能傳承至

今。若能進入教育體制，以更適切的方式傳承咱人話，對咱人話的語言活力則絕

對有極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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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ilippine Hokkien language is a variation of the Chinese Hokkien dialect of 

the Min Nan language as spoken by ethnic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who refer to 
their dialect as Lán-lâng-uē, or ‘our people’s language’. The first written records date 
back to 1575 when missionaries produced evangelizing materials, giving the dialect a 
documented history of 440 years. However,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did 
not gain recognition until 1973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Nationality Law, 
which resolved their established status and recognized Philippine Hokkien as one of 
the country’s minority languages. 

This paper explores two dimensions of this dialect: 
First, to understand the phonology of Philippine Hokkien, we conducted 

traditional 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e phonology of 
Philippine Hokkien shows some differences with the phonology of the dialect of 
Jinjiang, its place of origin, but also that after contact with surrounding languages, its 
vocabulary has become its most distinguishing feature. A large-scal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languag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It was noticed that functional language transfer has 
almost already emerged in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language transfer has already 
been completed in the student community. 

Second, to understand the troubles that Philippine Hokkien has faced through 
history and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preserving the dialect, we first did a literature 
review to clarify the troubled past of the dialect, and we conducted an exploration 
from a language preservation perspective. I think that the position of Philippine 
Hokkien in the post-1973 situation must be redefined, and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Special Languages Including First Languages, in 
order to replace the fragmented teaching model of Chinese community schools by the 
bilingual teaching model of public schools,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ive preservation. 

The ethnic Chinese of the Philippines have a high level of support for Philippine 
Hokkien, as they feel the dialect represents their identity, which is the very reason the 
dialect has been able to survive to date without any legal protection. However, 
incorporation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would be a more appropriate way to pass on 
the legacy, and it would be instrumental in enhancing the vitality of Philippine 
Hokkien.  

 
 

 
Keywords: Philippines, Lán-lâng-uē, Hokkien language ,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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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菲律賓 

（一）菲律賓概況 

菲律賓1位在太平洋島弧線上的南端，亞洲的東南端，是由七千多個島嶼所

組成的國家，其主要分為三個島組分區：最大島嶼也是首都所在地的呂宋島

（Luzon）、擁有宿霧（Cebu）和宜朗（Iloilo）兩大都市的未獅耶群島（Visayas）

以及菲律賓全境最南邊並且多數信奉伊斯蘭教的民答那峨島（Mindanao）。 

菲律賓受西班牙殖民長達 333 年2，殖民者帶入了天主教，經過在地化之後

成為菲律賓多數民眾所信仰的宗教，目前菲律賓國內約有 86.3%的人口信仰天主

教（陳恒漢，2008：72）。 

 
圖 1：菲律賓與鄰國相對應位置應位置3 

                                                
1 菲律賓相關的詞彙皆是音譯，因此，會有漢字彼此不相符的情形。筆者文中所述則以菲律賓、

塔加祿語為主；若是引用文獻，則以文獻內所記錄的菲律濱、大家樂語為主。其他各音譯名稱

則盡可能以多數使用名稱為主。 
2 西元 1565 年西班牙佔領宿霧開啟殖民該地之始，於 1571 年將主要行政區遷至馬尼拉就此確立

了殖民角色，直至 1898 年與美國爆發「美西戰爭」而戰敗，同年與美國簽定《巴黎合約》，合

約中明訂原屬西班牙殖民之古巴、波多黎各、西印度群島中的其他島嶼、關島及菲律賓等殖民

地分割給美國。 
3 下載自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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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家除了列強協定泰國為停戰區以外，其他國家皆有個共通性即是

「受過西方國家殖民」，只是受到哪國的殖民、殖民時間的長短或是是否有複數

國的殖民經驗等等不同罷了，但說穿了這些皆是該殖民國在亞洲的棋子，不論是

為了傳教、香料或是掠奪各項物品所設的中繼站，菲律賓亦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受

到西班牙的佔領，而後開啟了菲律賓的近代歷史。 

早在西元 1521 年麥哲倫（Ferdinated Magellan）「地理大發現」首度來到菲

律賓宿霧地區傳教，麥哲倫在宿霧（Cebu）插上具有劃時代的十字架，象徵著

天主教來到了菲律賓，可惜的是麥哲倫隨後被當地的首領殺害，而未完成環繞地

球一周的夢想（蔡惠名，2014A：25）。於此之際，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持續在

海外殖民地上的競逐4，菲律賓自西元 1565 年被西班牙佔領宿霧開始，1571 年將

殖民政府遷往馬尼拉成為執政中心，直至西元 1898 年爆發美西戰爭（又稱為西

美戰爭 Spanish-American War），西班牙戰敗與美國簽署條約，結束在菲律賓殖民

長達 333 年的歷史。 

在西班牙殖民後期，菲律賓內部早已醞釀期望獨立的態勢進而成立第一共

和國5，但雙方實力懸殊，隔年隨即投降，惟零星的地區性戰鬥一直持續到 1902

年（楊聰榮，2001：190），隨後遭到美國消滅攻勢，菲律賓仍舊是被殖民國，只

是此刻的母國已換為美國，但「菲律賓為菲律賓人的菲律賓」的本土意識已遠高

過於西班牙殖民時期，美國在殖民過程也逐一讓菲律賓人實質獲得許多自治權利，

1934 年 3 月美國國會通過《泰汀─麥克杜菲法案》（Tydings McDuffie Act）允許

菲律賓成立自治邦政府 10 年後獨立，因此又稱為菲律賓獨立法案（The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Act）（張詠涵，2009：28）。並在 1935 年 3 月美國總統批准菲律賓

憲法，同年 9 月菲律賓舉辦總統大選，奎松（Manuel Quezon）及歐斯美納（Sergia 

Osmena）獲勝並於 1935 年 10 月 15 日正式就職為正副總統（顧長永，2013：

148-149）。 

 

                                                
4 方真真（2006：65）：「天主教二王卡斯提亞的伊莎貝爾（Isabel de Castilla）和亞拉岡的費南度

（Fernando de Aragón）在位時達成。這兩位君主不僅在伊比利半島內部擴張，也向海外發展。

到了卡洛斯一世（1516-1556）和菲力普二世時代更是以建立一套世界性的『基督教帝國』為

己任，這兩位君主皆致力於天主教的傳播與護衛，以及歐洲的一統事業。」 
5 菲律賓曾宣布獨立 3 次，分別為 1898 年美西戰爭爆發，西班牙戰敗隨後美國接收菲律賓、1942

年日本佔領菲律賓成立第二共和為魁儡政府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菲律賓於

1946 年成立第三共和國才宣告完全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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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以為能在美國的殖民之下能有些許的自治權力，但世界的情勢卻是

難料，1937 年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位在亞洲的日本發動攻擊，以大東亞共榮

圈的策略往南洋攻進，菲律賓於 1942 年被日本佔領直到 1945 年日本戰敗並全然

撤退原有的海外殖民地，菲律賓原與美國簽署 10 年後獨立的承諾雖因為戰爭無

法即時兌現，但戰後美國亦展現誠意逐步的將主權移交給菲律賓。 

時代的巨輪總算讓全世界被殖民的地方有了一絲曙光，各個殖民國相繼退

出海外殖民地，允諾當地建國成立屬於自己的國家，菲律賓在這時代的潮流下於

西元 1946 年 7 月 4 日宣布獨立，並選定 1898 年 6 月 12 日建立第一共合國為國

慶日6，是亞洲第一個擺脫西方統治的殖民地（D.R SarDesai 著，蔡百銓譯，2001：

259）。自西元 1565 年被西班牙殖民，歷經了近 400 年的奮鬥，完成了國家獨立

的使命。 

 

（二）菲律賓國家語言簡介     

菲律賓屬海島型國家，天然的地理環境，造就了菲律賓天然的語言多樣性。

但也因為「島嶼」的特性，在早期歷史中，菲律賓群島難有「國界」的集體共識，

多數僅以「區域」的疆界做其劃分。而這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會產生阻礙，但對

於語言的發展卻是絕佳的環境。除了因為天然的島嶼環境造成「區域性」極強之

外，西班牙實行殖民統治的策略也深深影響了菲律賓。 

這一強烈的地區性可追溯到殖民化前的時代，當時並沒有全國感，一種

西班牙通過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保持下來的狀態。利用菲人的這一

弱點，西班牙的殖民官員僱用一個地區的菲兵士去鎮壓另一個地區的起

義或反叛。（Agoncillo, Teodoro A.著、吳文煥譯，1996：9） 

    因為西班牙三個多世紀的殖民統治，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分裂菲律賓群島，

導致即使菲律賓已建國超過一甲子，地區性的分別仍然深切存在。但較為慶幸的

是，雖然地區性受到有意識地被分化，但語言上卻沒有受到強制的壓迫而遺失甚

至滅亡，這是西班牙當初在推廣宗教時無相互牴觸的部分，因此得以保留。 

     

                                                
6 楊聰榮（2001：190）：「選定 1898 年 6 月 12 日為開國紀念，主要是以亞基那度（Emilio Aquinaldo）

在甲米地（Cavite）建立的短命共合國為紀念對象。」菲律賓共建立 3 個共和國，直到第三共

合國才完全獨立，因此認為這皆是第一共合國建立時為未完成革命的延續，因此將國慶日訂於

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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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墨西哥以及南美洲的被殖民地，西班牙採用強烈鎮壓、屠殺的方法

殖民，而後遭到教廷以及母國的質疑與譴責。因此，當西班牙占領菲律賓時，即

採用相較於先前溫和的方式來處理，再加上菲律賓與西班牙距離遙遠，殖民者多

數不願留在菲律賓長期居住7，若以菲律賓在西班牙眾多海外殖民地中的位階裡，

也只不過是屬於遠在南美洲的新西班牙（墨西哥）副王區的管理範圍（李毓中，

2006：31），其表明了西班牙並不會因為菲律賓而另有管理辦法，而菲律賓也僅

是西班牙眾多海外領土之一，可見其統治的消極態度。 

若更進一步探究西班牙在菲律賓期間，取得香料、傳教是其主要目的，設

立學校亦是為了服務宗教8，因而深耕當地等發展皆是較為緩慢的。由下表各教

團在短短 40 年期間，各分屬的教團紛紛來到菲律賓傳教，在管理華人部分亦分

派給各教團管理（趙啟峰，2011：75）。 

表 1：西班牙教會在菲律賓群島上建立的教團9 

西班牙來菲傳教團 建立年代 

奧古斯丁教團 1565 年 

聖方濟會 1578 年 

耶穌會 1581 年-1768 年； 

1859 年-1898 年 

多明我會 1587 年 

奧古斯丁追憶團 1606 年 

西班牙殖民著重在傳教的部分，因此在其他部分則較少干涉，這也就是「西

班牙殖民菲律賓是表面化的」，因為「表面化」，讓菲律賓得以保存其語言多樣性，

也因為沒有實行剛性的殖民政策灌輸西班牙式的教育，讓菲律賓人仍保留了其南

島民族的特性。 

 

                                                
7 Agoncillo, Teodoro A.著，吳文煥譯（1996：75）：「菲律賓和墨西哥有相似的氣候，然則西班牙

人大力在該國拓殖，到了兩個世紀後，墨西哥的人口主要由西墨混血兒所構成。反之，在菲律

賓，只有幾千個西班牙人，包括在西班牙和在菲律賓出生的。」 
8 陳恒漢（2008：11）：「羅馬教皇曾頒布《聖喻》規定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發現土地上建立統治

時，必須履行向異教傳播基督教的義務。西班牙女王伊莎貝爾（Isabel）在 1504 年所立的遺囑

也吩咐其繼承者必須將殖民地基督教化，她認為這是西班牙得到殖民地的主要目的。西班牙將

菲律賓殖民化奉行三個目的，1.傳播基督教。2.取得經濟上的財富。3.創造政治上的榮譽。」 
9 引自 Teixeira,Victor Gomes（2004：28）〈16-17 世紀從菲律賓前往東南亞葡佔領地的傳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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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原住民為南島語系的馬來－波里尼西亞語族。其語言組成極為豐富，

又加上有島嶼的天然屏障保護，因此有一百多個方言。1935 年成立自治邦後，

即必須選用某一語言當作是菲律賓的國語，以凝結菲律賓民族的認同感。 

陳鴻瑜編著（2003：93）： 

奎松總統在 1936 年設立國語研究所，研究以何種方言作國語之問題。於

是 1937 年 11 月建議以達加洛語（Tagalog）為菲律賓國語。1940 年 4 月

政府頒令出版國語字典和文法書，並在公私立學校教授國語。1946 年 7

月達加洛語正式生效成為菲國國語。 

隨著塔加祿語的勝出，菲律賓的國語（Pilipino）即在塔加祿語的基礎上制

定而成，成為代表菲律賓的國家語言，亦並不屬於任一特定族群的語言。 

這股自我認同在西班牙殖民後期覺醒，隨後即使被美國接管仍澆不熄其意

志，美國了解菲律賓人在認同上的決定，因此願意扶植菲律賓成為「由菲律賓人

治理菲律賓人」（顧長永，2013：147），也因為菲律賓人對於國族認同的渴望，

在 1935 年美國同意菲律賓成立自治邦後即展開國語上的決選，直至 1946 年隨著

菲律賓宣布獨立而完成，以塔加祿語建構出菲律賓人共同的族群意識及國家認同

成為菲律賓國語。 

除了菲律賓國家語言建立的過程以外，西班牙及美國所留下的殖民語言對

菲律賓亦有長遠的影響，其將在本文第四章探討咱人話在菲律賓與其他語言的接

觸時一併簡述西班牙語及英語在菲律賓的背景。 

 

（三）菲律賓華人 

菲律賓國內目前人口數約為 1 億 340 萬人10，其中有 141 萬11是屬於華人移

民的後裔，所佔的百分比僅有 1.1%，這類的「華人」12是菲律賓國家裡極為少數

的族群。華人移民史裡，就屬廣東省及福建省為移民人口大宗，廣東人移居海外

的人口再加上廣東省境內的已超過 1.3 億人；而閩南人移居海外的人口再加上福

建境內的已超過 1 億人（蔡惠名，2014B），菲律賓的華人佔全世界華人比例僅

                                                
10 根據 Country meters 的菲律賓人口最新統計資料（2017.03.19 查詢）。 
11 2013 年僑委會《中華民國僑務統計年報》101 年度海外華人人數，頁 11。2014 年的年報裡不

再個別呈現各個國家裡的華人人口數，因此以 2013 年的人口統計為準。  
12 根據施振民（1976：129）對於菲律賓華人的定義為：「擁有中國人血統而在日常生活中尚應

用一種中國方言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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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4%，也是亞洲國家裡華人人口數排行第 5 位13。 

菲律賓的華人近 9 成皆為閩南後裔，以福建晉江人14為主要大宗，南安、廈

門次之，泉州話目前是菲律賓華人社會裡主要使用的溝通語言（蔡惠名，2013），

這部分是屬於在菲律賓未受到同化的華人人口數，在菲律賓歷史上出現 6 次大屠

殺15，多數為這類純華人的後裔，主要是因為該族群多數認同原鄉的語言、文化、

宗教信仰等習俗並加以傳承而不願同化。 

在西班牙統治時期，不論是以屠殺或是驅逐的方式，皆是一種對華人人口

數的控制，直到西元 1864 年與中國簽訂合約同意華人大規模出國，而有兩國的

合約支持下，到了 1896 年在菲島登記的華人數量高達 10 萬人，是西班牙殖民菲

律賓第 331 年來的最多華人人口數16。 

除了上述的「純華人族群」以外，在菲律賓裡還有另一類的族群為「菲華

混血」17的族群，由於年代久遠且沒有實質的統計數字，約莫佔全菲律賓人口的

2 成18。這類族群人口大量增長主要是在 1750~1850 年，西班牙主要是為了控制

華人在菲律賓的人口因而頒布驅逐非天主教華人的法令（趙啟峰，2011：172）。  

表 2：1791~1810 年華菲混血人統計表  

人種 ／ 年代     1791 年 1810 年 人口增加% 

土著 1,582,761 2,395,687 66% 

華菲混血人 66,917 120,621 55.5% 

引自趙啟峰（2011：135） 

 

                                                
13 同註 11。前四名分別為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14 曾少聰（1998：71）：「晉江移民菲律賓，始於明中葉以後，較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則在清代。」 
15 分別是西元 1603 年、1639 年、1662 年、1686 年、1762 年及 1820 年，出自不盡相同的原因， 

卻同為屠殺華人的結果。（趙啟峰，2011：224-239）。 
16 莊國土、劉文正（2009：60）：「菲律賓華僑的快速增長，是在中國華工大規模出國時期。1864

年，西班牙政府為西屬美洲招募華工，沿中英《北京條約》「利益同沾」之例，與清廷正式簽

訂中西《天津條約》。條約第十款規定：「凡有僑民情甘出口在西班牙所屬各處承工，具準與

西班牙民人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併由通商各口前往。第四十七條款規定：『中

國商船不論多寡，均准許前往小呂宋地方貿易，必按最好之國一律相待。若西班牙此後有何

優待別國商人之處，應照最優之國以待中國商人，用昭平允。』」 
17 即 Mestizo Sangley，於下一小節詳細說明。 
18 莊國土主編（2003：351）：「與東南亞其他主要國家相比，菲律賓華人在當地國的人口比例是

較小的，不到總人口的 2%。但也有人認為，如果把包括華菲混血兒（Chinese Mestizo）算上，

則菲華人數可達總人口 20%。早在 19 世紀末，華菲混血兒已達 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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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混血的人口數逐年增長並成為一個特定族群活耀在菲律賓的社會裡，

但嚴格來說卻不能將此類族群的人口數皆納為華人人口數，因為這類族群的特性

已明顯的告知社會，他們並不屬於華人。 

趙啟峰（2011：139、175）： 

由於在西班牙的法律上將他們界定為菲律賓人，這樣的身分在他們出生時

就自動產生，無需日後考慮放棄所謂中國人的身分。…只是不管是哪一種

身分的華菲混血人通常都不講中文，甚至排斥中國文化。 

華菲混血族群都以菲律賓人（Filipions）自居，而非自稱為華菲混血人，

更沒有自認是華人的。 

西班牙殖民政府對於華人有著許多的限制及利誘，導致在歷史長流中逐漸

分化成二種的華人族群，一種仍以純華人自居，另一種則認為自己是流有華人血

液的菲律賓人。 

 

圖 2：華人在菲律賓的分立成因簡易圖  
 
（四）專有名詞 

    本文為討論菲律賓咱人話的研究論文，在內文裡有些專有名詞會時常出現，

為了確立其專有名詞的定義，在此作一完整的解釋。 

(1) 菲律賓： 

主要是由音譯而成的漢字，當地菲律賓華人多寫作「菲律濱」，台灣多以

「菲律賓」為書寫方式，而日本殖民菲律賓時期則是將其寫作「比律賓」。但

這個名稱始於西元 15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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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成（1986：5）： 

一五四三年（嘉靖二十二年）西班牙王查理士一世派遣迷拉魯泊入侵菲

島，一五五五年以繼承者菲力蒲二世之名冠以島名。 

不論是西元 1543 年或是 1555 年，西班牙都還未達成實質佔領即將該地以

當時候的西班牙王儲菲利普二世（Philip II，1527-1598 年在位）為之命名。李毓

中（2003：1）更進一步地敘述： 

在 1542 年以前，菲律賓群島各島嶼或地區雖有其個別的名稱，但整個群

島卻沒有一個統稱的地理名詞，一直到由西班牙人維亞羅伯斯（Ruy Lopez 

Villalobos）所率領的遠征隊抵達當時稱之為擔打耶（Tandaya）的薩馬島，

以當時仍為王子身分的飛利普二世（Felipe II）之名替薩馬島及其鄰近各

島命名為「菲律賓群島」（Islas Filipinas），之後此一名稱方擴展成為今日

菲律賓群島的總稱。 

「Islas Filipinas」從此成為稱呼該地的名稱，1565 年西班牙佔領後便沿用其

稱呼，從此確立了菲律賓即代表該地的名號。而 1946 年菲律賓獨立其國名以塔

加錄語（Tagalog）發音為「Republika ng Pilipinas」以及英語發音的「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不但接受了西班牙人對自身的稱呼更將其稱呼訂為國名。 

 

(2) 咱人話： 
咱人話（lan55 la33 ue51）為閩南語的語支屬漢藏語系。在東南亞各國也有

華人以閩南語作為母語的現象，但卻沒有為這個語言再發展出不同的名稱，多半

沿用原有的「福建話」、「閩南話」或直接稱為某地的「泉州話」、「漳州話」，只

有菲律賓華人將閩南語創造出新的名稱，以「咱人家己所講的話」命名為「咱人

話」。（蔡惠名、王桂蘭，2011：46）。在菲律賓的華人文學裡，亦以這名稱作為

自己族群的稱呼。 

陳子彬（1993：159）〈咱人、番仔、菲律濱人〉： 

在菲律濱，咱人在口語上稱菲律濱人為『番仔』，並沒有半點歧視的含意，

新一代咱人雖然在口語上亦因循舊習稱菲律濱人為『番仔』，但大多數人

不明白其中的含意。…在菲律濱，咱人尊重菲人，兩民族關係密切。…咱

人對『番仔』或『番仔婆』的稱呼應加以改變了…這是咱人對菲律濱人應

有的尊重和禮貌。(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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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話可知，菲律賓華人稱呼自己為「咱人」，而自己所說的話則是「咱

人話」。筆者於 2010 及 2011 年二度前往菲律賓採訪發音人及收集資料，而後 2014

年 5 月 2 日發音人參訪台灣時，筆者又再度進行採訪，其中一段話她們清楚地表

示出「咱人話」的定義： 

翁小姐：我們的「咱人」是福建人啦！ 

筆者：咱人話一定是福建話，著袂去講著彼咧廣東話阿、海南話阿？ 

陳小姐：袂袂袂。 

筆者：著一定愛是福建話？ 

翁小姐：咱人話是咱福建人咧講个咱人話。 

由這段口訪得知，所謂的咱人話在菲律賓具有強烈的主體性，除了閩南話

以外的語言都不包含在內，這樣強烈的主體性來自於菲律賓華人人口組成的背景，

其母語為閩南話的比例遠高於其他族群。 

筆者於 2011 年首度於〈菲律賓福建話初步調查成果〉提出此一專名作為菲

律賓華人稱呼閩南語為咱人話，同年陳玉菁的碩士論文裡亦將介紹菲律賓閩南語

時隨後括弧咱人話表示其名稱。使用咱人話除了是當地人所慣用的稱呼以外，也

是當地人對於該語言的認同，因此筆者研究的是菲律賓閩南語，即以「菲律賓咱

人話研究」為題。 

 

(3) Mestizo（昧斯地索）及 Mestizo Sangley： 

西班牙殖民中南美洲及菲律賓的策略有很大的差異性，除了上述在菲律賓

語言簡介所提及的表面化殖民以外，包含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人口數呈現相對少

數後而改變了 Mestizo（昧斯地索）在中南美洲的意思。 

李毓中 (2005：64)： 

在美洲大陸的西屬殖民地上，「昧斯地索（Mestizo）」是專指西班牙人與

其他族群混血後所生的族群，但在西屬菲律賓，可能抵菲的西班牙人人數

實在太少，且一直少與馬來原住民或華人通婚，…，因而逐漸產生一支由

華人－馬來人混血的「昧斯地索」族群，在菲律賓往往成了原住民與華人

混血族群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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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新詮釋 Mestizo 在菲律賓的意義之外，華人在菲律賓的人口數已達到

足夠額外新增添一個附加詞彙成為 Mestizo Sangley 或是 Chinese Mestizo19。 

Rodriguez, Manel Ollei（2004：22）： 

菲律賓總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在 1576.06.07 的一封信中給了一個較為

合理的現在流行的解釋：「這些群島，由於他們每年都來這個群島作生意，

所以被稱為 sangleyes，意思為”來往的人”」。 

印度總檔案，菲律賓，6（羅德里格斯，1965，XIV，頁 407） 

若是再加上施振民（1976：185）所談及的 Sangleys 則更為清楚其意： 

西班牙稱華人為 Sangleys，這個名稱最好的解釋是閩南語稱經商為「做生

理」，西班牙人將來菲貿易的華商誤作「生理國的人」（Chang1937）。 

至於 Sangley 的漢字爭議已久，不論是「商旅」、「常來」、「生理」等相關詞

彙皆有人提出論點，但目前多以「生理」作為其代表字。 

李毓中（2002：336）： 

若依西班牙語發音，因西班牙古文 y 與 i 常互相通用，似乎單單「生理

（Sang-Lei）」兩個字較為恰當。又從《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一文來

看，文中對華人的稱呼，不外是「華人」與「唐人」，但是在呂宋篇卻兩

次提及「生理」一詞，其他地區則從未提及「生理」二字…因此筆者認為

「生理」一詞應是專屬西屬菲律賓「Sangley」的原始起源。 

綜上所述，Sangley是菲律賓華人的代稱也是表示來往的人，因此可以得證，

Mestizo 在菲律賓可以代表各族群之間的混血族群，而 Mestizo Sangley 則是專指

與華人混血後的族群。意即只要 Mestizo 裡有一方是華人或者是直接專指與華人

混血的 Mestizo Sangley，在華人的名稱則稱之為「出世仔」（施振民，1976：130）。

蔡惠名（2015：5）將此類族群命名為「菲華濫（Hui-Huâ-lām）」，以更明確表示

其身分特徵。這類的族群自西班牙政府實行歸化政策以來即逐漸產生、壯大，直

到西元 1741 年終於成為西班牙政府所認可的族群，成為一個合法的社會階層。 

莊國土、劉文正（2009：119）： 

1741 年，殖民當局在法律上將美絲提索專列為一個社會階層，其地位次

於西班牙人（含西菲混血兒）和土著居民，高於華僑，為菲社會四個等級

                                                
19 中國學者多以 Chinese Mestizo 稱呼，如施雪琴（2007：103）：「菲華混血兒在 18 世紀中期取

得法律地位，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密斯提佐（Chinese Mestizo）。」章石芳（2011：26）：「中

菲混血兒（Chinese Mestizo）是華人與菲律賓人通婚繁衍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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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除第一等級的西班牙人免稅外，其他三個等級分別按不同的標準納

稅。1810 年，以美絲提索身分登記的人口有 121621 人，超過全菲人口的

5%。1850 年，美絲提索人口增至 24 萬人左右，而土著人口則超過 400

萬人。1863 年，西殖民當局頒布新教育法令，准許土著和美絲提索人接

受高等教育。 

這類族群自西班牙以信奉天主教與否作為華人分類的開端之後，華人便逐

漸分道揚鑣，西元 1741 年是二類華人分屬的確立年，西班牙當局將 Mestizo 

Sangley 賦予僅次於西班牙人的地位，並得以獲得高等教育的受教權。西班牙人

將華人信仰天主教與否劃作兩種社會階層，Mestizo Sangley 因此獲得更多的自由

及優惠條件，再加上其父母其中一方必定為菲律賓人，對菲律賓的認同更高於純

華人，隨著政策的界定，Mestizo Sangley 的國族認同已不再是中國，而是以菲律

賓為認同母國。 

 

(4) 華語、華文： 

華人20所說的語言。目前的指稱為中國普通話或是漢語，在中國對內稱呼為

普通話，對外則稱呼為漢語。在台灣對內通常稱為國語，但近年來為了保持各語

言平等，也逐漸採取「華語」作較中性化的指稱，與海外華人的稱呼相同，其意

為「華人共同的語言」。 

所謂的「華校」（Chinese School）早期指稱為華人的學校，但《華校菲化案》

後則指稱為具有教學華文的菲律賓私立學校；而華人所說的語言即是「華語、華

文」（Chinese Language），但所指稱的語言成分不是中國普通話或是漢語

（Mandarin 或是 Pu-tong-hua）。菲律賓華人所稱的「華語、華文」指的是「咱

人話」（其語源亦屬於 Chinese Language 的一種），如：投石（1990：194）： 

同華校的英文教育比較，華文教育往往還以教學嚴格自翊，在個別學校甚

至還出現重漢輕英的的現象，但一般中學畢業生，講英語、看英文報紙書

刊，寫英文信，基本上不成問題。反觀我們的華文教育，其成效著實令人

心酸，且不說全菲 129 家華校一年究竟能培養出幾個華文人才，許多中學

畢業生甚至連講一口流利的閩南話都還成問題。這又怎能不引起人們痛心

                                                
20 除了在本小節「菲律賓華人簡介」裡，施振民對菲律賓華人的定義之外，莊國土（2009：18）

對於「華人」的定義：「一定程度上保持中華文化或華人文化的，具有中國人血緣關係的非中

國公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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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首的深思？（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 

當地華人認為華校一向以注重教學華文課程為重，卻讓華校畢業出來的中

學生無法講出一口流利的閩南話，由此可知，其華校教學語言是咱人話。又如潘

露莉（1996：48）所言： 

我們需要靠福建話來保持華人風俗習慣和文化，菲律賓華人社會之成為華

人社會是因為他的語言－福建話（閩南話）。作為一個菲律賓華人族群，

我們必須要以學菲律賓華語（即福建閩南一帶和菲律賓的”混血語” －

mestizo language）為優先。轉引自（章石芳，2011：14）。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得知，菲律賓華人所認為的華語即是咱人話。本文第三

章第二節〈馬可仕時期：1973 年華校菲化案〉裡所提及的相關「華語、華文」

等詞彙亦是相同定義。但為了避免菲律賓華人所指稱的「華語」（Chinese Language）

與目前所定義的「華語」（Mandarin）有所混淆，除了引用他人文獻以及在台灣

通行已久的「華語熱」21這名詞之外，其他筆者皆以「台灣華語」或是「中國漢

語」與「咱人話」作區隔。 

 

 

 

 

 

 

 

 

 

 

 

 

 

 

 

                                                
21 中國學者多以「漢語熱」為主，對外提及普通話亦多稱為「漢語」，與台灣學者使用不同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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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東南亞各國裡，除了華人為多數的新加坡以外，華人也在印尼、馬來西亞、

泰國等國佔有一定的人口比例。但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華人又多半

屬於被支配的角色，因此不同國家所居住的華人也因而有著差異性。 

菲律賓的地理位置與中國東南沿海距離甚近，是早期華人下南洋的主要地

區之一，又加上西班牙占領菲律賓時期，創造了「大航海時代」22，將中南美洲

的墨西哥23與亞洲的菲律賓作為西班牙與中國貿易的連結點長達 240 年，整個太

平洋有如西班牙內海，甚至有了「西班牙湖」（Spanish Lake）的稱號（李毓中，

2003：23）。此時的菲律賓具有更為誘人的拉力，使得華人絡繹不絕的前往菲律

賓期望謀求更好的生存機會，也將華人在原鄉的母語帶進菲律賓社會，融合其他

語言成為目前華人的共通語「咱人話」。 

「咱人話」是華人在菲律賓所使用的閩南語的稱呼，是一個代表閩南語的

概念，但閩南語的語支又包含漳州話、泉州話、廈門話及潮州話等，隨著時代的

改變，「咱人話」所指的語言成分也有所不同。 

西班牙甫殖民菲律賓時，華人即已活躍於菲律賓24，而西班牙傳教士為了向

華人傳教，早在 1575 年西班牙修士拉達（M.de.Rada,1533－？）即已編纂《華

語韻編》或翻譯為《中文詞語與習得》（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

是教會閩南方言文獻中唯一專門記錄泉州腔者（張嘉星，2006：184），Henning 

Klöter（韓可龍）則認為 Rada 應該是第一本撰寫漢語（閩南語）語法的外國人

（魏思齊，2009：101）。隨後於 1593 年科伯神父（Fr. Juan Cobo，中文譯名為高

母羨）編《天主教教義》或翻譯為《基督教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y 

Iengua China）及 1606 年梨尼媽 （Domingo de Nieva）的《新刊僚氏正教便覽》

（Memorial de la vida christiana en lengua china）皆是以閩南語作為素材而編的教

                                                
22 又稱「大帆船貿易」時代，主要是從西元 1575 年-1815 年，直至墨西哥發起「獨立戰爭」（1810-1821

年）而停止，前後共計 240 年。 
23 西班牙殖民墨西哥自西元 1521 年至 1821 年，墨西哥獨立戰爭成功為止，共 300 年。 
24 李天錫（2009：119）：「1609 年在馬德里出版的菲律賓歷史名著、阿蘇銀拉（Bartolome Leonado 

de Argensola）所著的《摩鹿加群島征服史》(Conquest of the Maluccas Islands)詳細地記述了第

一次慘案，其中有一句話：『在聖‧弗蘭西斯節日的三天前，有四百餘名安海（Anhay）商人

留在市中，因為他們無法授賣他們的商品」』，安海即為晉江轄屬的一個鎮，明萬曆(1573-1620)
年間在菲律賓呂宋島馬尼拉市就已經有四百餘名晉江安海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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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書籍，但沒有明確指出是以漳州腔或是泉州腔為主，直到 1620 年西班牙傳教

士 Melchior de Mançano 所撰寫的《漳州語語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是第一本屬於專門記錄漳州語的文獻，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音韻、詞彙與句法等概

念，也是一本重要的商業字典25，可見當時候不論是泉州人或是漳州人皆在菲律

賓具有一定的活躍程度，不過由於 1567 年位於漳州府的海澄港開港，更有利於

漳州人前往異地，因此當時候在菲律賓的華人族群裡，漳州人的人口應多過於泉

州人26。 

但如上節華人簡介所述，華人歷經了 6 次大規模的屠殺以及多次的驅逐令

使得華人必須作出抉擇，究竟是接受西班牙的規定而留下亦或是不接受同化而遭

到處置。一次次的執行法令，華人也陸續分成歸化的華人及被遣返的華人，而逐

漸分屬的華人群中也漸層式的改變其語言的成分。 

原為漳州人居多的菲律賓華人，而後被泉州人漸漸取代27，尤其是到了西元

1820 年第 6 次大屠殺之後，泉州人的比例幾乎已佔半數，到了 1890 年代更已超

過半數成為新一代菲律賓華人代表（趙啟峰，2011：154-155），而咱人話的主體

也改成以泉州話為主，此時漳州人的比例僅剩 2-3 成。西班牙對華人的政策造成

在菲律賓的華人族群有著不連續性的特質，是東南亞國家裡少有的案例。 

自泉州話成為咱人話主體之後，其穩固的位置也不再動搖，而一個語言能

否在地化則需要與當地的其他語言有所接觸。現今的咱人話以泉州話為基礎，融

                                                
25 方真真（2012：51）：「從內容來看，可堪稱是當時重要的商業字典。其用語比現代詞典更貼

近當時的意涵，可以避免誤譯的情形，對十七世紀西班牙語轉譯成漢字幫助最大。」 
26 張彬村（2002：302）：「在 1567 年它首度鬆綁，開放一個海港讓華人到海外貿易…位於閩南

漳州府的海澄港…地理位置的接近使得海澄港十分方便華人去馬尼拉貿易。」漳州人因地利

之便，因而成為早期前往馬尼拉的族群。」 
27 林忠強、陳慶地、莊國土、聶德寧，（2006：214）：「漳州海商集團衰落原因有三：一是菲律

賓西班牙殖民政府對馬尼拉漳州海商的屠殺。1603 年，西班牙人對馬尼拉華人大開殺戒，華

人殉難者 2.5 萬，其中漳州海澄人十居其八。馬尼拉華商被屠，漳州籍海商元氣大傷，這是

其以後的地位被泉籍商人所取代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月港逐漸淤塞，作為明代後期中國私

商貿易中心的地位被廈門、安海等港取而代之。三是鄭氏主導的閩南海商集團以泉州籍人為

主，漳州籍人退而為輔。」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的看法，曾少聰（1998：78-79）：「漳州人並不因為華民被殺，而不敢前往

呂宋經商或僑居，只是後來漳州人去菲律賓的人數比泉州人少了。從明中葉開始，漳州人移

居海外出現更大的分流狀況。他們仍繼續移居海外，不過移居的地方不再以菲律賓為主，有

的移往馬來西亞、印尼、文萊、新加坡、台灣等地。與此同時，泉州人仍大量移居菲律賓，

遂造成菲律賓的泉州人超過漳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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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菲律賓語、西班牙語、英語等各語言成為有別於原鄉的泉州話。 

既然是經過時間的淬煉，也在地化成為菲律賓華人的共通語，為何走向了

沒落？是菲律賓政府所設立的政策所導致的原因？還是「華語熱」帶進菲律賓造

成華人語言的內部競爭？ 

西元 1575 年的咱人話文獻比在閩南境內遲至西元 1800 年黃謙的《彙音妙

悟》足足早了 225 年之久。自《華語韻編》出現之後，陸續出版了許多咱人話的

文獻，這些不僅僅只是菲律賓咱人話的文獻，她亦是閩南語的文獻，其歷史價值

珍貴不已。倘若咱人話就這樣消失在菲律賓國土上十足可惜。 

咱人話在菲律賓的土地已然超過 4 個世紀，作者期望為咱人話作一歷史性

的簡介，確立咱人話在菲律賓的語言地位，並作其語言規劃及語言保存，也期盼

咱人話能以菲律賓少數語言的身分與其他語言共處，為咱人話寫下歷史定位。 

 

（二）研究目的 

1、釐清華人在菲律賓的地位： 

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時期，主要是以天主教教義的宗教殖民方式進行，因此

必須了解西班牙在菲律賓所施行的宗教政策及其產生的影響，才能了解華人為何

在菲律賓因為宗教的關係進而形成了二股對立的勢力。 

西元 1898 年接替西班牙殖民的美國，所實行的「排華法案」又是如何影響

近二世紀以來的菲律賓華人？以及 1946 年菲律賓獨立之後，進行一系列的菲化

運動又是如何的改變華人在菲律賓的地位？1973 年馬可仕頒布的《新國籍法》

對華人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又，華人又是以什麼樣的身分認同而定居在菲律賓？ 

 

2、咱人話的過去與現況： 

     一個政策足以撼動一個民族、國家，而語言政策更是可以決定一個語言在

一地的存活。菲律賓的華人歷來皆是被管理的一群，其所使用的語言又是如何傳

承而留存至今？ 

本文所提及在菲律賓約有佔 141 萬的華人，指的是仍保留中國意識的華人

族群及其後代，多數來自泉州晉江，也有來自廈門、南安等地，其目前咱人話的

樣貌為何？是否已有別於原鄉的泉州話？還是進一步地已成為具有菲律賓特色

的咱人話？那麼，至今菲律賓華人的語言現況又是為何？對咱人話是抱持什麼樣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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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究竟是哪些法案導致咱人話在菲律賓的生存越來越困難？是否因為

環境需要而融入菲律賓社會導致語言流失？或是在當地及近年來的華語熱二者

強勢夾雜更壓縮了咱人話的生存空間？咱人話在這社會裡是否能浮現出一條傳

承的契機？是否能用完善的語言規劃讓咱人話有更紮實的基礎繼續在菲律賓傳

承？本項目的於本文第三章至第六章作一完整論述。 

 

3、咱人話的語言認同情況： 

此項是作者撰寫博士論文的最終目的，亦是綜合三項研究目的的結果。首

先必須先釐清咱人話在菲律賓的定位： 

其一，「咱人話不再以外來者自居」：咱人話源自中國閩南地區，與台語28具

有相同的來源。一個外來的語言被當地人接受並賦予新的名稱，該語言在當地經

過了時間的洗鍊，褪去了些許原先移入時的特徵，而注入了當地各語言的新血，

則會達到認同該語言為本地語言的情感，如同在台灣談起台語並不會因此而與中

國的閩南語產生認同上混淆，在台灣的華語與中國的普通話亦是相同的認同過程。

咱人話在菲律賓有著超過 440 年的歷史，早已紮根當地，咱人話早就屬於菲律賓

眾多語言中的不可或缺的一支。 

其二，「認同咱人話就是認同菲律賓」：閩南語是中國地區性的語言，因著

歷史背景隨著華人移民到世界各處落地生根，但語言的觀念上仍舊限縮在「地方

性的方言」。但若是將地區性的方言擴展成國家的語言，閩南語將不再被迫地限

縮在中國本土之內。如同台灣為南島語系的發源地29，南島語幾千年來擴散到世

界各地，但使用南島語的眾多國家中並不會因此認為台灣是他們的「祖國」，因

為這些國家所認同的是這個語言在地化後而認同該語言為本國語言。 

吳文煥（2000：173）： 

多數華人已成為居住國的公民和少數民族相適應，華文和華語實際上已成

為居住國的語文之一，所不同的只是它是屬於華人少數民族或華族的語

文。 

 

                                                
28 台語，是閩南語的其中一支流，是台灣人稱呼在台灣已在地化的閩南語的名稱。 
29 李壬癸（2010：15）：「台灣南島語言的另一重要特徵：語言最紛歧，語言之間差異最大，卻

是最近這幾年才被確定並獲得國際南島語言學者普遍接受的看法。這種觀點的確立，是台灣成

為最有可能是南島民族的發源地（homeland）。」 

 



 

17 
 

有了清楚的語言認同及國家認同，才能探究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永續留存，本

項目的於第六章作一完整論述。 

綜上所述，(1)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歷史已有 440 年之久；(2)咱人話是東南亞

華人裡唯一一個地方將閩南語賦予新的名稱。因此本文「菲律賓咱人話研究」是

將咱人話建構在菲律賓多樣化語言裡的其中一支，而不是以「中國地方方言」依

附在菲律賓社會裡。在達成咱人話與菲律賓有著共同的國族認同基礎上，進而進

行適用於當地的語言規劃達到咱人話語言保存的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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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一）研究範圍 

華人現今在菲律賓的分佈範圍極廣，但多數仍居住在大馬尼拉都會區，主要

是因為西班牙殖民時期有集中居住政策，即使得到自由通行的華人也多半居住在

本地。本文研究範圍主要鎖定在馬尼拉的華人，主要是因為西班牙殖民時期自西

元 1571 年興建第 1 次的八連（Parinan）直到 1860 年的第 12 次才宣布拆除，結

束了長達 290 年的集中居住政策（許壬馨，1988：54-60），這段期間裡，八連隨

著火災或是遭到屠殺等原因，其地點有所不同，但重建多半仍在這個區域範圍內，

因此華人長年來多在此活動，即使 1860 年之後不再限制華人的居住地，但華人

仍主要集中於馬尼拉大都會區30，因此除了歷史的成因背景，也是華人主要活動

範圍，本文即以馬尼拉的華人作為主要研究對象31。 

 

 

王城及中國城相對應位置 馬尼拉的中國城範圍圖 

圖 3：中國城的外部與內部圖32 

                                                
30 又稱為「大馬尼拉都會區」，指的是以首都馬尼拉市作為主要核心區，其向外延伸的衛星城鎮，

約莫涵蓋 15 個城鎮，占全菲律賓總人口 13%左右。參考維基百科：馬尼拉都會區。（2013.11.12
查詢） 

31 筆者於西元 2010.08.23-2010.10.07、2011.09.05-2011.10.17 及 2015.08.19-2016.08.08 三度前往

菲律賓，調查時間除了多數在馬尼拉市區的中國城（China Town），亦走訪大馬尼拉都會區的

計順市（Quezon City）和前往宿霧市（Cebu City）作短期調查。除此之外，筆者亦前往亞洲

最古老大學，其位在馬尼拉市區，於西元 1611 年成立的 University of San Tomas（UST，聖托

馬斯大學），是西班牙殖民初期，西元 1571 年將首都由宿霧遷往馬尼拉後的 40 年所創設的大

學，因此其圖書館珍藏了許多西班牙殖民時期所留下的珍貴文獻史料。筆者亦拜訪在華人區

裡的天主教堂及 19 世紀後期美國殖民時期帶入的基督教教堂，試圖將各時期記錄華人的相關

文獻作更完整地收集。 
32 相較於全菲律賓而言，中國城範圍實為狹小，因此在市面上的地圖難以清楚標記，故筆者自

行繪圖之。在中國城裡即有三間天主教堂，右方橫過巴石河即是王城所在地，右下方則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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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馬尼拉大主教堂（Manila Cathedral） 中國城－Binondo 教堂 

 

中國城－Quiapo 教堂 中國城－Santa Cruz 教堂 

圖 4：馬尼拉大主教堂及中國城裡主要天主教堂圖  

 

（二）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文研究方法與取得資料文獻設計主要是以田野調查法及文獻蒐集法為主要

方式，詳述分別如下： 

田野調查法：此方法分為二類形式，一類為傳統語言學調查法；另一類為

實地訪察法。前者先作一系列的基本閩南語詞彙的詳細訪問，並訪問其發音人對

於咱人話的看法及未來之發展性。其中發音人的條件限制如下： 

 

                                                                                                                                       
前菲華博物館所在地，天主教的馬尼拉大主教區亦在此地。另，左上方即為著名的中正學院，

中西學院則位於中國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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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能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移民的華人。 

2. 咱人話為該發音人母語之一，並年滿 50 歲者（於西元 2011 年及 2012

年訪問時其歲數為主）。 

3. 其世代定居於大馬尼拉都會區。 

    主要發音人，為莊佳榮先生，祖先自中國晉江移民。莊先生為第 4 代，2012

年訪問時為 57 歲。另 1 位為王景松先生，訪問時近 70 歲。根據台灣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所出版的《閩南語方言調查手冊》以及相關資料訪問咱人話詞彙共計約

1,600 詞。而在第四章有關於 Tagalog 語的相關詞彙，則是在 2015 年訪問目前暫

居在台灣的菲律賓人，來自菲律賓計順市（Quezon City）現年 46 歲的女性 1 人。 

另一類的實地訪查法則是走訪菲律賓華人的居住地及活動地，並前往教堂、

教會、廟宇、市場、華校、報社、國風郎君社（南管）、菲華聯經總會、宗親會

（姓氏、地緣）、大學、華裔博物館、華人圖書館等地，不但實地與當地華人進

行互動並從中了解咱人話在華人圈的使用情形及其地位。 

文獻蒐集法：除了上述以田野調查法採集共時性的咱人話語言材料外，亦

以文獻蒐集法收集咱人話在菲律賓近 440 年來的文獻記錄。舉例如下： 

1. UST（University of San Tomas，聖托馬斯大學）：蒐集西班牙殖民時期留

存在特藏圖書室裡相關的華人與閩南語文獻。 

2. 菲律賓中華基督教會：收集以咱人話作為聖詩、聖歌等語言材料，也拜

訪其他幾間華人居多的教會採集相關語言文獻。 

3. 國風郎君社：此為菲律賓南音的社團之一，南音是以泉州話為標準音的

演唱方式，收集南音在菲律賓的語音情況。 

4. 菲律賓華裔歷史博物館：館內不僅有華人在菲律賓的歷史介紹，華裔圖

書館等相關文獻，更設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出版社出版相關菲律賓

華人書籍。 

這些都是屬於共時性的語言調查，走訪菲律賓華人生活的聚集地，是咱人

話目前所呈現的現況，除此之外，也必須收集歷時性的咱人話文獻，理出一條屬

於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歷史，將共時性與歷時性的咱人話貫穿、連結，試圖以多角

度來探討近 400 多年來咱人話在菲律賓的興衰與現況以及目前面臨語言保存及

語言認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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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文音標使用之說明  

本文採用國際音標（IPA）標音，若有標到調值33的部分，本調標在音節的

右上方、變調標在音節的左下方，採寬式記音法，如「電視」tian11 si33。 

（一）輔音 

學者普遍認為閩南語的聲母在音位上只有 15 個，咱人話亦是，其中三個聲

母 /m-、n-、-/ 和  /b-、l-、g-/ 是呈現互補分佈的狀態，所以仍然將其視

為 15 個聲母，但為了方便描寫，若有不同仍會將兩組音分開寫，如：「麵

線」mĩ33 suã53、「米蟲」bi13 ta13。零聲母，也是聲母的一種，但在標音時，

則不作任何標記。 

表 3：咱人話聲母表  

雙  脣 舌尖前 舌  根 喉 

塞  音 
清 

不送氣 邊  p 地  t 求  k  

送  氣 普  p 他  t 氣  k 
 

濁 不送氣 門  (b)  語  (g)  

塞擦音 
清 

不送氣  爭  ts   

送  氣  出  ts   

濁 不送氣  
 

  

鼻  音 濁  毛  m 年  n 雅    

邊  音 濁   柳  (l)   

擦  音 清   時  s  喜 h 

 
（二）元音 

鼻化韻母，在台灣有多種不同的標示方法，本文採用國際音標的方式，在

該音節的主要原因上方標以「~」符號，例如：「 i、a、u、o、e、0、 、ə」

的鼻化元音為「t、P、\、`、ẽ、D」，所以當聲母出現/m-、n-、-/時，後面

的主要元音皆會加上「~」符號，如：「五香」 D13 hi033。 

                                                
33 林燾、王理嘉（2008：154）：「描寫聲調最簡便的有效的辦法是五度制標調。五度制所描寫的

調值是相對的，不管基頻的絕對頻率值是多少，也不管音域本身高低寬窄的變化有多大，一

律都歸併到相對的五度之中，這是符合人類對聲調感知的客觀實際的。」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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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咱人話元音舌位圖 
 
（三）聲調 

在聲調的標記上，採用趙元任的「五度標記法」，以 1、3、5 度為主，音高

以 5→1 遞減。 

    若標音所標記的為調值，數字則採用字型 12 字體，但書寫在音節的右上、

或右下方，如前所述，本調在右上方，變調則在右下方，如：「咱人」lan13 la13。 

    輕聲調的標示法則在該音節前標上﹝·﹞符號，且將輕聲調值標記於音節

的右下方，例如「熟个」siak35‧ge31。  

表 4：聲調對應表 

調類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喉陰入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喉陽入 

調類代碼 1 2 3 4 4 5 6 7 8 8 

本調>變調 33>33 55>35 
51 >55 

  >11 
5 >5 5 >5 13>11 

33>33 

 >11 

51 >55 

  >11 
35 >1 35>11 

 
（四）其他符號說明 

本論文中使用的符號，如下所列：   

『~』：若標示在元音上方，則表示鼻化韻，如：「連鞭」 liam11 mĩ33。  

『[ ]』：若該詞彙有另外的說法則以此符號作括弧於同一詞彙組裡表示。  

其他臨時使用的符號，則隨文標註，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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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為文獻探討，環繞在咱人話各面向作不同領域書籍的概述，主要分為

幾個部分：菲律賓華人、閩南語文獻、社會語言學及語言政策與語言認同、語言

規劃與語言保存。本章將選用與咱人話最為相關的書籍作較為詳細的文獻回顧並

且與文獻對話，藉此讓咱人話有更為清晰的輪廓。 

 

第一節 菲律賓華人 

（一）施振民 1976 年〈菲律濱華人文化的持續〉 

本篇主要是描述近代菲律賓華人的相關社團組織及所遭遇到的困境並致力

保留固有文化的論文，是一篇屬於菲律賓華人社會內部探討的總述。首先介紹華

人在菲律賓居住的情況： 

1582 年西班牙人在馬尼剌城外劃定─八連市場（Parian）作為華人居住和

貿易的場所，只有受洗的華人天主教徒才可以在八連市場以外地方居住。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工業革命引起殖民經濟政策的改變，華人第一次

獲准自由地到馬尼剌以外地區居住及經商。（1976：124） 

西班牙政府除了嚴格限制華人在菲律賓的活動範圍，也發動數次的大規模

屠殺及驅逐，於此同時也提出種種誘因，讓華人群體分裂成認同菲律賓的 Mestizo 

Sangley 以及認同原鄉的華人，而後者因為不接受同化，再加上菲律賓與中國閩

南地區較為相近，因此始終希望落葉歸根，種種的關聯導致菲律賓華人始終斷斷

續續而無法定根在菲律賓： 

三百多年來，幾乎所有華人都維持這種「兩頭分居」循環不息的「理想家

族」，因此菲律濱華人一直無法在菲島生根。（1976：127） 

這也造就了華人在菲律賓的族群不連續性，也間接影響了「咱人話」所代

表的語言成分。除了本身的菲律賓人及認同菲律賓的 Mestizo Sangley 在西班牙

殖民後期有了共同的期許，期望菲律賓成為自由的國度，雖然美國接管了菲律賓，

卻也為菲律賓人鋪上了一條獨立之路： 

美國殖民政策與歐洲殖民政策最大的不同是自由與扶植土著，像建立公立

學校制度和准許土著參與政治，使菲律濱成為東南亞諸國中一個教育普及，

政治精煉的國家。（197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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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量的扶植菲律賓人當家作主，對整體菲律賓而言是個重要的轉捩點，

但華人卻因此深受其害。美國在 1902 年將適用於本國的《排華法案》也移植到

菲律賓，進而讓菲律賓人也接受其思想，從此之後一連串的排華、制華法案紛紛

出爐，1921 年通過「西文簿記案」（Bookkeeping Act）；1941 年通過「菜市菲化

案」；1952 年「禁僑案」；1954 年「零售菲化案」，直到 1975 年「教育菲化案」

才告一段落，其中尤其是「禁僑案」對華人是極大的衝擊： 

禁僑案可說是百年來菲華社會最嚴重的一次災難，兩年後菲國又通過零售

菲化案，雙重打擊在華人心理上造成一種無名的恐懼。（1976：128） 

華人在經過這一漫長的衝擊之下，這段時間更為積極地為成立社團，導致

菲律賓華人是東南亞華人比重極少的地區，但社團數卻遠遠高於其他東南亞華人

社團。其中在菲律賓的五大社團，以商總最為重要： 

馬尼剌的商總和各地商會結合成為有系統的層次結構，依照菲國政區擴展，

到處有「分支」機構，幾乎成為與菲政府並行的「華人政府。」（1976：

120-121） 

隨後作者對於宗親會、同宗會等以血緣、地源所組成的組織作一詳細的介

紹並陳列各式各樣的組織圖，而這類的組織社團皆活耀在東南亞華人地區，其中

作者也特別提及了「同鄉會」在菲律賓不具有多大的重要性的原因： 

菲律賓華人大部分來自閩南一小地區，操同一方言。這一點和海外其他地

區有顯著不同，在菲律賓華人社會中反而沒有像宗親會那麼重要，這是菲

律賓華人社會結構的特色。（1976：149） 

而在文化上菲律賓華人保留了原有的原鄉文化及語言，但在「掃墓」的日

子卻與菲律賓融合一體，成為特有的文化現象： 

在華人義山普遍建造樓房式「墓厝」，至今已成固定墳墓模式。部分華人

保存清明掃墓的傳統習俗，真正「上墳」的日子是十一月一日天主教的萬

聖節，同時遍訪親友墳墓「點燭」。（1976：188） 

作者也提到有可能是華人稱萬聖節為「亡人節」因此選在當天祭拜亡人，

並且其掃墓習俗也有所變化，不再是點清香供奉水果，而是以點蠟燭來追悼。這

樣特有的文化現象也顯示華人融合於當地的典範。 

但不可不提及的是菲律賓華人目前所遇到的困境，除了經濟上對菲律賓有

著一定的影響力之外，其他部分華人明顯的趨於弱勢，尤其是 1975 年《教育菲

化案》深遠地影響了菲華的新一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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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文化孤立與封閉，加上華文教育的保守與沒落，六十年代華人青年

日趨菲化。與其說是同化，不如說是華人文化的衰萎。（1976：130） 

華人青年領袖吳仲曉在分析新一代華人背景和文化之後，認為他們事實上

已經是菲律賓的少數民族之一，而應稱為 Pinsino（華菲人）（Go1972）（1976：

182） 

本篇雖以菲華的文化延續作篇名，但實際上卻如實的敘述了華人在菲律賓

的過程與困境，尤其是獨立之後的全面菲化讓新一代華人與上一代的華人有了語

言及文化上的落差，或許真如華人青年吳仲曉所言的 Pinsino（華菲人），承認華

人為菲律賓人的其中一民族即是未來菲律賓華人應該走的方向，如同本文所提及

的「咱人話」應成為菲律賓語言的一支，而不再是以外來語言自居。 

 

（二）楊建成 1986 年《菲律賓的華僑》 

本書是一本以菲律賓華僑的角度作分類的專書，從西班牙為殖民開始直至

獨立後的演變，其中以華僑的歷史、經濟貿易及華僑社會等探討主軸，清楚地勾

勒出菲律賓華僑的特色。書中最後還特別加述了中日戰爭與華僑的關係，並將報

社的背景清楚交代，是歷史性的產物也是重要的文獻。 

首先簡述菲華的歷史，除了早期的屠殺與驅逐之外，直到第 6 次大屠殺之

後的 1842 年，西班牙政府為再求人口增加而以獎勵的方式鼓勵與中國人通婚： 

根據一八四二年的政治報告，給予下列獎勵金（B.&P.op.cit.vol L11,P87） 

中國人混血種婦人與菲律賓人結婚者，給與獎勵金一百菲幣。 

菲律賓婦人與中國混血種結婚者，給與獎勵金一百菲幣。 

中國混血婦人與西班牙人結婚者，給與獎勵金一千菲幣。 

西班牙婦人與中國混血種結婚者，給與獎勵金二千菲幣。（1986：35） 

婚配者的國籍成為發放獎金的差異，前二項是華人與菲律賓人結婚則一百

菲幣，後者與西班牙人結婚則給予一千菲幣，甚至若能取得西班牙國籍者給予最

高獎勵金二千菲幣。西班牙殖民後期，甚至將華人的地位提升至與其他外國人同

等地位，也放寬了華人在菲律賓的居住及移動限制： 

到了一八四三年，中國人店舖已處於和其他外國人同等地位了…八連內的

中國人不僅到馬尼拉市，且分散到全島各地，到了一八六 O 年八月十三

日終於下令破壞八連。（19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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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施振民（1976）所述，工業革命的變化影響了各殖民國的殖民策略，也

促使西班牙放寬對華人的限制，1860 年將華人限制居住的八連破壞掉，是宣告

華人跨出馬尼拉的一大步，也改變了華人幾百年來在菲律賓的生活。 

但隨著美國接管菲律賓後，不同的對華政策再度限縮了華人的生存空間，

雖然不再限制當地華人的住居，但卻嚴格限制了華人再自由進入菲律賓，《排華

法案》即是如此，其在菲律賓實行的理由是美國政府認為培植菲律賓人成為獨自

自主、經濟自立，因此認為不需要再聘用外國的勞動者，法令如下： 

一九 O 二年公佈施行中國人入境之禁止條例，原則上禁止中國勞動者入

境，只限於教員、學生、商人及觀光者，能獲准入境。（1986：42） 

不論是西班牙殖民或是美國接管，華人總是屬於弱勢的一群，簡述華人的

歷史之後，本書接著再陳述菲律賓華人「以商為主」的特性。本書耗費近半篇幅

在討論華人在菲律賓的經濟與金融貿易上。作者將華人致富的項目做統計： 

華僑中富人甚多，經營的商業以橡膠、煙草、米、砂糖、葡萄酒、椰子、

木材、綢緞為主。（1986：75） 

除此之外也詳述了華人在菲律賓所投資的銀行、外匯、信託等金融貿易，

不但在國內經商，更與國際連結，甚至成為菲律賓稅收的主要來源，也逐漸成為

足以撼動菲律賓經濟命脈的族群。 

從西元 1899 年設立菲律賓第一所華校「中西學院」作為華校的開端，一開

始主要以華人的語言、文化等作為教育項目，但隨後考慮到菲律賓仍需要其他關

注的教育項目逐漸演變成中英合併教學的「二重制課程」，上午以中華民國教育

部課程為準，教師以中文授課；下午則以菲律賓政府的標準，以英文授課。值得

一提的是，在 1975 年菲化案實施之前，華校多以這樣的模式辦教育，所謂的「中

文」的定義在不同年級上而有所不同： 

菲島各華僑學校上課所用的語言，小學一二年級多用福建話及廣東話，三

四年級後採用注音符號，五六年級後漸熟國語，獎勵學國語的氣氛尚未普

遍。（1986：170） 

由授課語言的安排可知，當時候華人的母語仍以福建話及廣東話為主，而

後才逐漸改為「國語」（意即現今的華語），但這樣的轉換授課語言卻未普遍執行，

可見當時候華人的共通語不是「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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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趙啟峰 2011 年〈族群、宗教與認同—西班牙殖民時代菲律賓華人社會

研究〉 

本篇為作者的博士論文，是將菲律賓的二種華人作一系列的探討，並以 E. H 

Blair 和 J. A. Robertson 所編譯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 共 55 冊為研究文

獻，探討的年代皆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將華人社會分成天主教徒及非天主教徒分

而探討，非天主教徒漸漸由華人社會轉化為華僑社會，而華人天主教徒則選擇與

菲律賓人站在同一陣線對抗西班牙政府時進而認同自身為菲律賓人，達成認同分

裂後的成果。本書首先介紹華人在菲律賓的居住情況及相關限制： 

西人初見殖民地時物資缺乏乃鼓勵華人至菲島貿易以補充所需。當時華人

在馬尼拉地區的商貿活動是自由的。不過，到了 1574 年因受到中國海盜

林鳳的威脅影響下，西班牙人開始對華人保持較高的戒心。（2011：34） 

西班牙政府一開始對華人是屬於開放自由的角度，卻因為來自於海盜林鳳

的威脅才引起對華人的戒心，造成華人在菲律賓有著一系列的限制，甚至於西元

1582 年起規定將華人限制居住在「八連」長達 200 多年之久。限制住居之後，

相繼而來的便是大規模的傳教，並出現一系列的誘因期望華人改信天主教： 

西班牙人提出多項具有吸引力的法令，例如華人天主教徒可享有減稅的優

待、與土著婦女通婚、自由行動與居住等等。（2011：2） 

為了鼓勵更多的華人信教，西班牙殖民政府於 1627 年就取消信教必須減

短髮的規定，也允許華人天主教徒可以返回中國。（2011：50） 

一道道的法令讓轉信仰天主教的華人越來越多，不但能自由居住也能在菲

律賓安身立命，還能自由返回中國，這也是華人產生「認同分裂」的開端： 

華人信教之後也必須離開八連，聚居在比農多或是自由遷徙。在傳教政策

的影響之下，已形成八連（未信教的華人）和比農多（華人天主教徒）兩

個華人社會。（2011：54） 

「八連」是限制非天主教徒的華人所居住的地方，因此當受洗成為教徒之

後成為自由人，則必須搬離這個場所。但搬離後的華人天主教徒多數卻也沒有離

開馬尼拉地區，反而就近在同為王城附近的地方具聚集成為另一個華人社會，甚

至在 1650 年作馬尼拉地區有關華菲通婚後的人口分布及所屬教團的統計： 

1. 頓多：土著和華菲混血人，由奧古斯丁教團管理。 

2. 比農多：幾乎全為華人與華菲混血人組成，與巴石河邊的聖加布里醫

院都是道明會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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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克魯茲：已婚且信教的華人組成，由耶穌會管理。 

4. 巴石河流域地區：自由遷徙的華人教徒定居。（2011：75） 

但居住在「八連」的華人卻沒有這些自由待遇，從 1603 年開始直到 1820

年之間遭受 6 次的大屠殺，不斷地用屠殺方式來減少八連地區的華人人口數，但

這卻也引起了西班牙國內的反彈，因此從 18 世紀後盡量多以驅逐令的方式作取

代，而為了有效掌握非天主教徒的華人人口數，因此作了華人天主教徒的人口調

查，反而留下了珍貴文獻： 

以華人天主教徒為主體的人口調查是極為少見的，經普查後約有 3,413人。

1755 年的驅逐行動約有 2,070 名華人離開菲島，和前幾此驅逐令相比算是

成彰較佳的。（2011：91-93） 

華人經過這兩百多年的分化，其宗教立場、文化思想有了絕對性的改變，

甚至在法律上成為了不同的位階： 

表 5：《印地亞法典》的民族等級  

第一級 西班牙人 

第二級 美斯提索人（Mestizo） 

第三級 印地安人（Indio）、生理人（Sangley）、日本人（Japan） 

第四級 黑人（Negro）、墨拉托人（Mulato） 

第五級 吉普賽人（Gitano）、猶太人（Judìo）、柏柏爾人（Berberisco） 

引自趙啟峰（2011：120） 

華人天主教徒就是華菲混血人，也就是本文所提及的 Mestizo 族群，其地位

僅低於西班牙人且高過於其他族群，而非天主教徒的華人則被列在第三級，這是

法律地位將華人分裂作身分上的確立。直到西班牙殖民晚期，菲律賓人不但希望

「教區菲化」而起身革命，但在這過程中因為「教區菲化」而造成無辜三位神父

的死亡，這件事卻讓華菲混血人有了明確的意識： 

華菲混血族群也和菲律賓人在同一陣線，他們已將「混血」的標記抹去將

自己視為菲律賓的人。（2011：197） 

此時的華菲混血人已自認為菲律賓人，並和菲律賓人站在同一陣線守護菲

律賓，完全地與華人分道揚鑣，而華菲混血人就此躍上菲律賓舞台，成為菲律賓

社會的中堅份子。本書將華人的分化背景及身分確立作一系列的梳理，在西班牙

殖民時期，華人也各自選擇了身分上的認同，而有了不同的命運，雖然這二類族

群仍同時生活在菲律賓社會裡，但卻是以不同的身分認同再重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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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閩南語 

（一）方豪 1973 年〈明末馬尼拉華僑教會之特殊用語與習俗〉 

本篇是以西元 1593 年《天主教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 en Iengua China）

及 1606 年《新刊僚氏正教便覽》（Memorial de la vida christiana en lengua china）

二本由天主教會傳教士為華僑所編撰的教會書籍為探討對象。本篇首先各自介紹

兩本書的作者、年代及相關考證，再將二本裡有關於以閩南語讀音及譯音的部分

作一系列表格的呈現，再將二本書裡相關的閩南語詞，以連橫的《台灣語典》作

解釋，並附上該書籍理使用該詞彙時的句子來解釋意義。最後並提出討論這些特

殊用語對於後世的價值，是一篇極為珍貴的文獻。 

首先先介紹二本的相關資料，其中「新刊僚氏正教便覽」是第一本以漢文

撰寫的天主教書籍，因此還附上審查之後准印的文件，作者為多明我會神父梨尼

媽（Denieba）也在序文中提及該本書的意義： 

謹以特為新教友撰著漢文書「新刊僚氏正教便覽」一冊呈獻尊前，猶如以

出生之果奉獻於神。此乃第一本以漢文刊印之書，謹特呈上，作為初果。

（1973：3） 

這是西班牙來菲律賓後 40 年所出的第一本以漢文為主的傳教書籍，也因為

是初試啼聲之作，因此名詞上的翻譯需借用當時候在菲律賓使用的佛教用語： 

此書刊於 1606 年，即明神宗萬曆 34 年，故序中兩次稱「大明」，去今（1973

年）已有 367 年歷史。…作者自稱為「僧」，在序文中凡兩見；而在正文

中，教堂亦稱為「廟」，教友稱為「入廟人」，均借佛教名詞，為天主教初

傳時所殘留之痕跡。（1973：4） 

隨後介紹「Doctrina Christiana en Iengua China」的來歷，但這本書籍初發現

時較難判定其時間作者，經過學者考證後總算逐一確認： 

1951 年，亞拉貢神父對此書之歷史與版本，詳作考證；又由多明我神父

研究書中之閩南語漢字，並將全書譯為西班牙文，由聖多瑪斯大學印行。

經考定為 1593 年本。（1973：4） 

此本書籍的作者最後被確認為是多明我會的高母羨神父（Fr.Juan Cobo），是

第一本中文版的《天主教教義》，比《新刊僚氏正教便覽》還要早，但由於撰寫

方法不同，而有了歷史性的差異。《天主教教義》雖然在 1593 年出版，但其撰寫

方法是以閩南語字音翻譯西班牙語，導致內有許多漢字交疊卻無法得知其意的現

象，雖然保留了當時候的閩南語音讀，卻是難讓人讀懂其教義；而《新刊僚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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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便覽》則是以漢文作為思考及撰寫基礎，將天主教教義撰寫完成，不是屬於二

語之間的翻譯經文，更顯得其重要性。 

本篇作者在簡述《天主教教義》內文時特別提及到為何將華人所居住的地

方稱為「澗內」？究竟有何意義？ 

parian 係西班牙人稱華人集中地區，在漢文書籍中，如張燮「東西洋考」

等，則稱為「澗內」。…此書既稱 China,en parian，可見 China 在 parian 中，

故知 parian 為華僑居住區，而 China 則由後世所稱「唐人街」，乃華僑市

肆所在，余因此揣測「澗內」即 China 的譯音。（1973：5） 

「澗內」是「China」的譯音，指得是華人所居住的地方；「八連」是「parian」

的譯音，是西班牙語的市場之意，也指稱為華人聚集地。詞彙不同，來源即為不

同，即使指稱的意義相同，卻有著不同的時空背景，因此仍需要釐清詞彙的概念。

接著介紹二本書籍裡的閩南語的音譯及意譯的表格及其重要性： 

明末，菲律賓佔領者通用西班牙文，華僑則用閩南語；但華文中，無法覓

得適當之名詞者，則一律採用音譯辦法，且雖出漢字，均須依照閩南讀音，

因此乃形成一種非常特殊之譯名。計兩書能查出者，共 98 個；尚有少數

未能考出。（1973：6） 

由於當時候得在菲律賓的華人以閩南族群為多，因此傳教士所撰寫的經文

也以閩南語為主，在當時候的華人或許能夠讀懂，但經過 400 年後的今日卻顯得

艱澀不已，因此作者認為其需要逐一比對，將二本書籍裡的詞彙與現今使用天主

教詞彙時的對應。 

表 6 ：兩書中之西班牙文名詞譯音  

西班牙 

原文 

新刊僚氏 

正教便覽 

Doctrina 

Christiana 

國內舊時 

通用譯音 

國內天主教 

習用譯名 

S. Cecilia 山皆西娘 － 聖則濟里亞 － 

Dios 僚氏 僚氏 徒斯 天主、上帝 

S. Domingo 山羅名敖 山哆羅名敖 聖多明我 － 

Isabel 依攝迷 依沙迷 依撒伯爾 － 

S. Jeronimo 山西論里冒 － 熱羅尼莫 － 

Misa 棉卅 棉卅 彌撒 － 

Silencio 施能鞘 － － 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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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re 巴禮 巴禮 罷德肋 神父 

Viernes 綿挨氏 綿挨氏 － 膽禮六 

（星期五） 

Virgen 美理矧 美理矧 － 童貞女 

揀選自方豪（1973：7-9） 

由於作者陳列了 98 個詞彙，本文僅將語閩南語音讀有著明顯對應的幾例列

出作為舉例。「S. Cecilia」後三音節與閩南語音讀「娘」/niâ/為同韻；「Isabel」後

三音節與「迷」/bê/同音；「S. Jeronimo」後二音節與「冒」/mōo/同音；甚至是

閩南語無法對應的唇齒塞擦音/v/也以閩南語所原有的雙唇鼻音/m/或雙唇塞音/b/

作對應，如「Viernes」、「Virgen」前二音節與閩南語的「綿」/mî/及「美」/bí/。

傳教士將閩南語音讀作為音譯的時候，主要的考量在於其音讀，而不是其漢字呈

現，因此容易出現同一個音卻可能出現不同的漢字使用，亦增添了經文閱讀的困

難點之一。隨後列出了意譯的表格，這部分相較於前者，較為清楚易懂，其概念

與近代的譯名相去不遠： 

表 7：兩書中之西班牙文名詞釋義  

西班牙原文 新刊僚氏正教便覽 Doctrina Christiana 國內譯名 

Alma 神魂 神魂 靈魂 

Cielo 天堂 天堂 天堂 

Cristiano 入廟人 入廟者、入廟人 進教者 

Cruz 十字號 － 十字聖號 

Demonio 惡鬼 魔鬼 魔鬼 

Monja 尼姑 － 修女 

Infierno 地獄 地獄 地獄 

Rosario 數珠 數珠為妙道理 玫瑰經 

揀選自方豪（1973：10） 

除了上述音譯與意譯的表格之外，在二本書籍中有許多使用閩南語的詞彙，

作者借重連橫的《台灣語典》作閩南語的意義，在文中解釋了 11 例的詞彙，並

列舉了在經文中的例句，如： 

「白賊」：語典卷三：謂不實也。天主十誡第八誡：「不可生事害人，亦不

可說白賊」。即不可說虛言謊語。（19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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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由不同的面向討論閩南語在早期文獻上的意義，這是極有開發性的成

果，不但證明了當時候的華人以閩南語為母語居多，也為後世研究早期閩南語文

獻開啟了新的研究方法。作者對於撰寫本篇的珍貴性作了總結： 

1.明末呂宋華僑，為適應環境，多已改信天主教，則此二書時為窺知當時

華僑生活之稀有資料。 

2.當時西班牙殖民地在全球甚多，閩南華僑亦散佈各處，均以閩南讀音之

漢字譯當地之地名，書中 98 個譯音名詞，必有助於人地名之考證。 

3.福建省及浙江省中南部，亦曾有西班牙多明我會士進入，讀所譯地名，

往往不可究詰，得此研究結果，必有助於解釋不少疑問也。（1973：17） 

此篇將早期的天主教文獻解讀其意之後再對應現代的宗教詞彙，不但為咱

人話文獻作了一個清楚的交代，也提供了天主教進入中國後所撰寫的書籍一個解

讀的方向，是極為重要的一篇文獻。 

 

（二）Gloria Chan-Yap, 1980〈Hokkien Chinese borrowings in Tagalog〉 

此篇為作者的博士論文，內文分為四章，除了簡介與結論之外，主要討論 

福建話以語音及語意的方式進入 Tagalog 語成為借詞，此分為第二章及第三章，

最後 18 頁為借詞附錄（128-146），共 164 詞。主要是探討在 Tagalog 語裡已趨

近於穩定的福建話借詞，以語音的哪些形式借入，而又是哪些類型的詞彙意義受

到 Tagalog 語的青睞而借入。 

首先，就語音部分先討論二語的語音系統，例如有無聲調、鼻音、送氣音

等語音現象，並在隨文中舉例福建話進入 Tagalog 語之後，語音上隨著 Tagalog

語的語音系統而有所調適，如福建話語音系統裡有送氣音，但 Tagalog 語裡沒有，

而成一系統的轉變： 

表 8：福建話與 Tagalog 語送氣音的轉換  

HOKKIEN TAGALOG 英文解釋 中文解釋 

phŏ po term used in mahjong 碰，麻將用語 

thă＋à taa patato bug or worm 蟲 

khîn＋chaĭ kintsay celery 芹菜 

â＋phiăn apiyan opium 鴉片 

ǎ＋khǎk akak reddish leaves 紅葉 

Gloria Chan-Yap（19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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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裡凡是福建話的詞彙有送氣音，轉入 Tagalog 語時則消失不見，而其他

聲韻則大部分保留。又如下表，凡是福建話裡聲母的清塞音不論送氣與否/c,ch/

皆轉換成 Tagalog 語的清擦音/s/。 

表 9：福建話與 Tagalog 語聲母的轉換  

HOKKIEN TAGALOG 英文解釋 中文解釋 

ciân+sí siyanse frying instrument 煎匙 

chō+cuà sotsuwa medicinal/straw paper 稻草紙/粗紙 

chî+taŭ sitaw species of string beans 青豆 

cū+khè sukiq long-standing customer 主客戶 

Gloria Chan-Yap（1980：31） 

諸如此類的對應，在本章裡，凡是二語之間有特殊的語音對應，作者皆會

隨文附上舉例，以便解釋。 

最後一部分則是附錄，附註了 164 詞，以 Tagalog 語的唸法作為標題，並將

福建話的詞語作單字解釋及整體詞彙的解釋，本文揀選附錄裡的 2 詞分別是

「sangley」及「langlang」則是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的專有名詞裡所討論的詞彙： 

(1) sangley：să＋laĭ (?)「to bring or deliver goods」；（să 送「to send」, laĭ 

來「over」）；siê＋lì＋lá＋laí (?)「businessman comes」；（siê＋lì 商

「business」, lá 人「people」, laí 來「come」）saláy「Chinese trader」。 

(2) langlang：lán＋lâ「Chinese」；（là 咱「we,our」；lá 人「people」） 

lalá；「term used to describe a way of noodle preparation literally 

meaning Chinese」。 

本文是以 Tagalog 語的角度看福建話的借詞，是語言接觸後的產物。作者分

成語音及語意二部份作討論，詳述該詞彙從咱人話轉換成 Tagalog 語的過程以及

最後在 Tagalog 語裡所表示的意義，是一本記錄咱人話在 Tagalog 語呈現出語言

活力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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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語言學 

（一）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 1997 年〈當代社會語言學〉 

本書是專篇討論有關於社會語言學學科的書籍，首先先介紹了自西元 1952

年始社會語言學一詞即出現於語言學界並盛行於 1960 年代。1964 年展開第一次

社會語言學的學術會議、1966 年將其研討會內容出版成冊，成為社會語言學最

早的論文集，隨後社會語言學逐漸發展壯大，甚至將之稱為「知識革命」

（intellectual revolution），直到 70 年代將社會語言學的理論進行總結，80 年代成

為一門新興且成熟的理論學科。 

本書的內容涵蓋了語言內部的討論，如語言變異、語言變體、語言變項的

描寫、語言變化等，也包含了語言外部的討論，如語言接觸、語言規劃以及社會

語言學的應用。舉凡討論每一項議題時，皆大量使用案例來清楚討論語言與社會

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作者群也提及了自身對社會語言學的重要性。 

語言與社會的關係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語言的存在離不開社會； 

(2)社會的構成需要語言； 

(3)語言行為同時也是社會行為； 

(4)語言通訊的問題和對語言的態度都是可能產生嚴重社會後果的問題。

所以研究語言和社會的關係的社會語言學是十分必要的。（1997：17） 

自 1952 年起至 1980 年代，世界各地紛紛對於社會語言學進行相關的調查

研究，不論是從調查對象、社會語言學理論或是研究方法等以漸趨明確，可歸納

成三個方面： 

第一，是研究語言的變異（variation），並且連繫社會因素來探討語言變

異發生的原因和規律，常常用統計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來描寫這些變異

現象。稱為「微觀社會語言學」（micro-sociolinguisitcs）或小社會語言學。 

第二，是研究社會中的語言問題，如雙語（bilingualism）、雙方言

（bidialectalism）、語言的接觸（language contact）等，稱為宏觀社會語

言學（macro-sociolinguisitcs）或大社會語言學。 

第三，是研究人們怎樣在實際環境中使用語言交際，以及不同的社會、

社會群體使用語言的差別，稱為言語人種誌學（ethnography of speaking）。

（19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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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第五章所討論的咱人話在菲律賓的社會現況，即是以問卷發放的形

式討論上述的第二項及第三項議題。其問卷內容包含了不同的面向，但都囊括在

雙語、多語之間或是語言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討論其語言使用、語言態度及

其語言認同等相關領域，進而連動至第六章的語言保存，是一系列探討咱人話在

菲律賓社會裡的互動關係。 

但要能討論語言之間的互動關係，前提是在製作問卷時，一些前置作業必

須精準紮實，這些皆是在前導研究裡即需清楚定義。 

社會語言學研究最好採用隨機取樣的方法。取樣就是在某一範圍內抽取

少量樣本。這一範圍就是研究的對象，叫作總體（population）。 

（1997：89） 

菲律賓華人目前雖然散居在各地，但多數仍然聚集在大馬尼拉地區，因此

本文以此為研究範圍及研究對象。由此再區分出學生族群以及一般成人族群二種，

進行問卷調查。至於其他變項例如性別及年齡則可以參考該書的作法： 

考慮的因素越多，抽樣就越複雜，就要用分層次的抽樣方法

（stratificational sampling）。我們先把要考慮的因素（或變項）列出來。

如考慮男女的差別，還要考慮年齡的差別，即可以列出這樣的表格： 

 年齡組 

12-14 14-16 16-18 

性 

別 

男    

女    

（1997：90） 

作這些範圍、人物限定，都是必須清楚掌握「何人何地何時對何人說何種

話，何種原因」（1997：24），這些皆是有助於數據的分析、問題的討論，也能藉

由此份問卷反映出語言使用的現況。本文第五章即採用此方式，希望藉由真實的

數據，得以了解其語言使用、語言態度等相關議題，進而配合第六章語言保存的

部分制定出一套較能符合咱人話實際需求的語言方案。 

該書是一本內容涵蓋極廣的專書，本節無法逐一贅述，僅能就其歷史發展

及與本文相關連的部分作其簡述，但其理論分析以及語言間的變化才是問卷數據

分析後的精隨，因此將於本文第五章連同咱人話所呈現數據一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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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石芳 2011 年〈族群文化認同視野下菲律賓華族移民母語教育發展及

其方略研究〉 

本篇為作者博士論文，探討現今普通話（漢語）在菲律賓所遭受的困境及

發展，除了簡述華人移民史以及華人五代之間的認同轉換外，於 2009 年以菲律

賓華校的中學生為主，進行一系列的語言問卷調查，總計回收有效問卷為 2,027

份，佔了全菲律賓華校中學生的 3.5%人口比例，問卷題目共有 98 題。最後進行

問卷分析以及制定保護普通話在菲律賓的語言教育發展。 

自馬可仕政權於 1975 年執行「教育菲化案」後，華校從原本的「雙二重制」

轉變為菲律賓學制，對於華人族群影響深遠。在推出菲化案之際，即明白表示希

望在菲律賓國內各族群的人民都可以以菲律賓為國家認同： 

菲化的目的是防止華文學校成為宣傳外國意識形態的工具，並在本國的外

僑中鼓吹對主籍地的愛國主義、效忠和忠誠。（2011：80） 

菲律賓政府企圖將原本認同中國的「華僑」轉變為認同菲律賓的「華人」，

而華人也在這一股風潮中，改變了華校的教學定位： 

僑校菲化後，華文教育的教育目標已由早期的「傳承中華文化」轉變為「培

育出具有中華文化氣質」的菲律賓公民。（2011：83） 

菲律賓華人至今已到第五代，由第一代的固守中華文化精神到了第二代在

菲律賓出生有了國族認同上的模糊；第三代成長於獨立之後的蓬勃發展的菲律賓；

第四代則遇到了教育菲化案，對於國族認同上需要有明確的選擇；直到現在的第

五代已完全融入菲律賓社會。在這樣的認同轉移上，如何固守華人的母語教育是

極需受到討論的。 

本篇將普通話（漢語）定義為菲律賓華人的母語教育語言，但在訪問問卷

時，有些部分免不了與菲律賓華人「真正的」母語─咱人話有所連動，因此在問

卷裡時常也會看到關於咱人話使用的比例。由於作者有 98 題問題，本文僅揀選

與咱人話有密切連動關係的 9 題作為參考： 

表 10：菲律賓華校中學生綜合語言問卷  

題目 反映情況 

1 你覺得自己是哪個國家的公民？ 菲律賓公民 97.3%  中國公民 2.7% 

2你覺得華裔是否一定要有中文名字？ 是 80.9%         否 19.1% 

3 你覺得為菲律賓服務，是你未來的責

任嗎？ 

是 61.6%         否 14.6% 

無所謂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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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通常如何稱呼你的家族成員？ 菲語  37.6%  閩南語 35% 

英文  17.7%   普通話 9.7%   

5你的父母與你溝通交流時經常採用的

語言是： 

菲語 55.6% 英語 19.5% 

閩南語 23.1% 普通話 1.8% 

6 你和家人、朋友所用的語言是： 菲語 54.1% 閩南語 25.3% 

英文 18.1%   普通話 1.6% 其他 0.9% 

7你在家與誰交流時可能使用普通話或

閩南話： 

祖父母 90.4% 父母 7.9% 

兄弟姊妹 1.7%  

8 你認為普通話、閩南語、菲律賓語和

英語在菲律賓應該並存嗎？ 

是 83.9%         否 16.1% 

9 我試著用普通話和同學交流： 否 69.2% 是 17.1% 不確定 13.7% 

章石芳（2011：109-124） 

在新一代的中學生裡，國族認同已具有絕對的一致性，也認為華人應該要

有自己的中文姓名（第 1-3 題）。在與家庭一系列的問題時（第 4-6 題）皆已菲

律賓語為最大使用比例，而閩南語次之，英文再次之，普通話居末，這顯示出在

家庭語言使用上，除了菲律賓的國語以外，閩南語是華人的家庭語言，這是個極

為清楚的語言分工，但第 7 題的題目卻有了模糊地帶，將普通話與閩南話涵蓋在

同一個題目中來問及在家與誰交流時會使用？與祖父母交流的比例高達 90.4%，

那麼普通話與閩南語又各自佔了多少比例呢？由第 4-6 題可知，普通話在家庭語

言裡都是敬陪末座，因此這麼高的比例裡大部分應該都是閩南語作為交流語言。

第 8 題問及四種語言並存在菲律賓社會的接受度達 83.9%，可見在華人心裡雖然

認同菲律賓，但仍期望能將華人的「雙母語」傳承下去。第 9 題則問題使用普通

話的意願度，否定的高達 69.2%，這樣的數據是可以預期的，因為普通話並非是

菲律賓華人的母語，但卻是屬於華校裡的教學母語，從這幾題的問卷回答比例上，

可以清楚得知雖然普通話是教學語言，但對於咱人話的認同卻是比較高的。 

早期華人移民至各地，所帶出去的語言不是福建話即是廣東話為多，直到

近代普通話因為中國崛起才在華人世界裡流行，形成所謂的「華語熱」。但真正

語言的情感卻還是來自於承襲已久的母語，這也造成在華校的教學語言選用上有

了極為紛歧的意見，究竟是要用學習「第二語言」的角度使用普通話做華校教學

語言，還是要以華人真正的母語做為教學語言，又或者相輔相成一併作為目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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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章石芳認為以普通話為主即可，但筆者認為若要解決普通話陷於不願使用

的困境中，或許可以借重咱人話在菲律賓華人社會的力量，以「雙母語制」的教

學模式作為菲律賓華人語言的基礎。 

但不論是選用何種語言作為教學語言，普通話的力量勢不可擋，菲律賓政

府也在近年來逐一承認普通話（漢語）為選修課程： 

2010 年 7 月 14 日，菲律賓高等教育部通過 2010 年 194 號決議案，將漢

語正式列為菲律賓高等教育語言選修課程；2011 年 1 月，菲律賓教育部

將漢語正式列為繼西班牙語、法語、日語、德語之後的菲律賓中小學又一

外語選修課程。（2011：159） 

本篇是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對象，除了做大規模的語言問卷外，也提出

了一系列的語言規劃及語言法則作為普通話在華校教育的範本，於此同時菲律賓

政府也對「華語熱」有了善意的回應，讓普通話（漢語）得以在菲律賓教育體制

裡授課。 

綜篇而論，作者期望普通話可以深根於菲律賓而成為華人真正的母語，對

外則是成為菲律賓政府所接受的外語，但真正使用普通話的仍是以華人為主體，

因此本文認為若能將咱人話一併作授課語言，達到相輔相成的功效，對雙語言都

有加分的正面回應，這部分將於第五、六章作完整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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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語言政策與語言認同 

（一）施雪琴 2007 年《菲律賓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賓的殖民擴張與文

化調適（1565-1898）》 

本書為作者博士論文修改後出版成冊。主要是探討西班牙將天主教帶進菲

律賓的困境與成果，以及最後菲律賓如何將天主教納為本土的宗教而擺脫西班牙

的宗教殖民。本書開宗明義即說明全文二大主軸： 

一方面是菲律賓的天主教化，即西班牙傳教士通過宗教控制菲律賓人，建

立起一個東方天主教社會，維護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另一方面天主教的

菲律賓化，天主教逐漸與菲律賓傳統宗教文化相調適與融合，成為菲律賓

人的信仰。（2007：10） 

西班牙初期佔領中南洲之際，是以種族滅絕的方式進行軍事征服，造成歐

洲國家以及西班牙國內本身的反彈，也因此當西班牙遠渡重洋來到菲律賓時，改

變了征服策略： 

1582 年，薩拉查主持召開了菲律賓歷史上的第一次宗教會議（Synod）達

成共識：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傳播福音的理由上，傳播

天主教、實行和平征服才是西班牙在菲律賓實行合法統治的唯一方式。

（2007：74） 

這個決定也同時決定了菲律賓的未來，西班牙將以宣揚天主教為合法統治

的唯一方式進行全島的和平征服。殖民初期將殖民政府所在地從宿霧遷移到馬尼

拉，西元 1571 年在馬尼拉開啟了殖民序幕，而宗教組織期初期則是以新西班牙

作為最高統籌管理，直到菲律賓有了本土的主教區： 

菲律賓的教會組織結構可以說是西班牙和新西班牙的教會組織在東方的

移植。在 1581 年主教區建立之前，菲律賓教會名義上市歸新墨西哥省的

大主教館裡，但實際上是由最早到菲律賓的奧古斯丁會管理。（2007：81） 

西方國家向外擴張往往有一個「宣揚福音」的使命，因此當某個地方被佔

領、統治之後，宣傳福音的團隊則會跟隨著國家的腳步前往該地，軍隊與宗教相

輔相成，不但進行軍事征服，也進行宗教洗禮。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之後，天主教

團也紛紛來到當地傳教以及來菲律賓傳教的主要特點： 

其一，對菲律賓多民族、多語言的情況，保留和改造了菲律賓各民族的語

言，把天主教的教理問答與天主教教義翻譯成各民族的語言，並積極地運

用方言傳教，極大地推動了天主教在菲律賓的迅速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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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將菲律賓原始宗教文化中的某些元素與羅馬天主教融合在一起…形

成在菲律賓農村廣為流傳的民俗天主教。這種宗教上的調適主義

（syncretism）是天主教在菲律賓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2007：9） 

主軸放在使用當地語言傳教以及將天主教結合當地宗教二大策略，而這樣

的策略確實也讓天主教快速的在菲律賓擴展，西班牙運用當地的語言及當地的文

化讓天主教融入菲律賓的生活之中而不產生排斥，也讓菲律賓成為亞洲最大的天

主教宗教國。在語言的部分，來菲律賓的五大傳教團裡，也紛紛學習當地的語言： 

方濟各會傳教士是倡導學習菲律賓民族語言，並用菲律賓民族語言傳教佈

道的先驅。其他方濟各會傳教士普拉森西亞‧特拉維拉（Mihual de 

Talavacera）以及奧利佛（Juan de Oliver）為菲律賓民族語言的發展做出

了開拓性的貢獻。（2007：79） 

而這樣的傳教策略不只保留了菲律賓在地的語言，也讓華人的語言受到重

視，多明我會的傳教士並以當時候華人的咱人話作為傳教語言： 

科伯神父（Fr.Juan Cobo），不僅努力學習掌握了中文，而且還負責編寫出

版了菲島歷史上第一部中文版的《天主教教義》34，為適應菲律賓華僑社

會閩南人居多的狀況，該書是用閩南方言土話音譯西班牙語。（2007：102） 

對於傳教士而言華人亦是需要得到天主的得救，其官方立場亦期望以信仰

天主教的方式試圖將華人納入可控制的範圍，因此對華人的傳教也是不遺餘力。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之下，無形地將華人語言保留在文獻裡，該書不但成為第一本

以閩南語音譯西班牙語的書，而後也陸續出了以閩南語為傳教語言的書籍。 

在文化的部分，只要與天主教教義沒有衝突的部分，盡量保留菲律賓相關

的民俗儀式，而另一部分則是來自不同宗教的共同性而得以宣傳： 

菲律賓大約有 20%的天主教會敬奉聖母瑪利亞的，這除了與歐洲拉丁文化

中的女神崇拜有關外，也與菲律賓傳統文化中的女性崇拜，特別是對母親

的崇拜有密切的關係。（2007：128） 

整體而言西班牙在菲律賓的傳教是成功的，也是本書的第一部分「菲律賓

的天主教化」，但隨著信仰天主教的菲律賓人口數越來越多，以及西班牙來菲的

人口遲遲無法大量增長，因此西班牙政府有了殖民上的策略改變： 

 

                                                
34 此本書籍於本章第二節有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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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 年，西班牙國王頒布了一道敕令，要求各教團加快培養菲律賓傳教

士的步伐。（2007：175） 

法令頒布之初並沒有立即得到支持，主要是因為西班牙籍的傳教士認為菲

律賓人還不夠資格成為傳教士，認為他們只適合被傳教。但經過長時間浸淫在天

主教的世界裡，這樣反對的聲音也逐漸減少，另一部分則是因應信天主教的人口

數激增，若僅靠西班牙籍的傳教士恐無法負荷大量的信徒： 

自 18 世紀下半期開始，菲律賓傳教士開始迅速增長。1809 年在菲律賓的

西班牙傳教士僅 300 人，而菲律賓傳教士有 1,000 人。至 19 世紀 40 年代，

西班牙傳教士增加到500人，而菲律賓傳教士卻達到2,000人左右。（2007：

177） 

從 1565 年西班牙來到菲律賓開始，培育在地的傳教士後，菲律賓期望天主

教能在地化，真正得成為菲律賓的天主教，並進行一系列的爭取，但在西班牙殖

民階段卻從未獲得真正的宗教自由，直到美國接管菲律賓之後才有了改變： 

1906 年，羅馬教皇任命菲律賓神父巴爾林（Monsignor Jorge Barlin）擔任

新卡賽雷斯教區的主教，他是菲律賓教會史上第一任菲律賓人主教，這是

繼「教區菲化」運動後，天主教本土化的一個重要成果。（2007：194） 

史上第一位由菲律賓人擔任主教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捩點，也是菲律賓在政

治上脫離西班牙後再一次地在宗教上脫離西班牙，正是宣告天主教菲律賓化的時

代來臨，因為此時的菲律賓已經足夠支撐起本地的天主教信仰： 

他們渴望建立菲律賓人自己的教會，一個由菲律賓主教與傳教士管理，擺

脫了外國統治的獨立教會。（2007：198） 

西班牙以宗教之名對菲律賓進行長達 333 年，這過程不但是成功的傳入並

且深根最後還得以壯大，植入的天主教進而轉變為「天主教菲律賓化」，或許這

也是殖民過程的必然結果。而天主教菲律賓化後，將更為穩固天主教在菲律賓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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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詠涵 2009 年〈菲律賓的華人政策（1946-1986）〉 

本篇為作者的碩士論文，主要是探討菲律賓 1946 年獨立，直到華人入籍潮

1986 年為止，共 40 年。但美國統治菲律賓對於現代菲律賓的發展有其重要性的

影響，除了有別於其他殖民帝國的統治方式之外，美國在統治菲島之前已做出相

關研究調查： 

舒曼等人建議美國政府採行：1.樹立美國至上觀念。2.建立大公無私、符

合經濟原則的行政制度，並給予菲人自治的自由權力。3.保障菲人的宗教

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4.建立廉能的文官制度，盡量運用菲人出任公

職。（2009：24） 

菲律賓受西班牙的殖民影響，天主教已成為菲律賓人的重要宗教，而美國

卻不因此而強勢改變菲律賓人改信基督教，而是賦予保障地位，這是對菲律賓人

的一大尊重，另外提倡建立文官制度並盡量讓菲律賓人出任公職，期望達成菲人

制菲的自治理想，這些都是有別於西班牙政府對於菲律賓所殖民的理念。 

於 1935 年美國即讓菲律賓成立自治邦且允許 10 年後獨立，因此菲律賓獨

立之後的有些政策是延續美國統治時期的法令作延伸： 

菲島獨立後歷任統治者相繼對華人採取嚴厲的菲化政策，即為美國政府統

治菲島時期所奠基。美國於 1902 年在菲島實施的移民法、開啟菲律賓對

華人移民及入境限制之開端；西文簿記法及美治後期的公共菜市菲化案，

即為菲律賓獨立後各項菲化案提供示範作用。（2009：33） 

直到馬可仕統治菲律賓之後，這樣嚴厲的排華、菲化政策才有所改變。其

中最大的改變有二，一是透過華校菲化案促使華人對菲律賓產生認同感： 

外僑學校菲化案（Philippinization of Alien Schools），以貫徹華校菲化主張，

圖藉由菲化教育著手，改變華人的思想，增加對菲律賓的認同感。這項命

令把菲國所有外僑學校都予以菲律賓化，不過主要對象仍是針對華校。

（2009：68） 

其二是讓中國華僑有了新的身分成為菲律賓華人： 

馬可仕執政時期（1965-1986）對國籍問題的處理，對華人影響較大的主

要包括：修改國籍法、解決逾期中國遊客問題及簡化華人入籍程序。（2009：

42） 

自西班牙殖民時期開始，除了信仰天主教的華人成為 Mestizo Sangley 族群以

外，華僑始終被視為外國籍，直到美國統治時期亦是以《排華政策》的手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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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華人入籍菲律賓，即使到了菲律賓獨立之後仍然實行排華的菲化案，因此 1973

年馬可仕頒布的《新國籍法》對華人而言，是歷史性的一刻，馬可仕同時從國籍、

教育的層面雙管齊下，主要就是期望華人能夠確實融入菲律賓，但作者認為再這

樣的同化政策之下，更多了包容在裡面： 

菲國走的是包容政策，菲律賓華人比泰國享有更高的自主地位，譬如可以

保留華人姓氏，及較完整的華文教育。（2009：104） 

因此，作者認為在馬可仕的主政之下，華人不但保有受華文教育以及相關的

保障措施之外，更賦予華人新的身分成為菲律賓人，因此作者認為馬可仕在處理

華人政策的部分是給予正面的肯定： 

他透過頒布政令的方式，讓華人在法律保障下融入菲律賓社會，使今日的

菲律賓華人，絕大多數視自己為菲律賓人，而非中國人，尤其未發生如印

尼一般的種族流血衝突事件，可謂馬可仕族群政策之正面貢獻。（2009：

105） 

因為新國籍法的頒訂，1973 年對菲律賓華人而言是個分水嶺，也因為華校

菲化案的關係，讓華人對於菲律賓的認同速度加快，成就了在東南亞各國處理華

人議題上，較為成功案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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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語言規劃與語言保存 

（一）張維邦 1996 年〈魁北克「民族主義」與法語為官方語言的制訂─兼論

加拿大聯邦政府雙語與多元文化政策的確立〉 

本篇首先簡述了魁北克原為法國的領地，而後英國與法國的「七年戰爭」

（1756-1763），法國戰敗，被迫割讓魁北克給英國，從此之後魁北克即使到了近

代舉行二次獨立公投而無法自行獨立。 

本篇作者詳述了魁北克人的民族主義而堅持使用法語及信仰天主教，與加

拿大英裔使用英語及信仰新教而有所不同，導致國族認同根本上的差異。即使魁

北克異於加拿大各省分，但加拿大聯邦政府仍為了魁北克省而有所作為，在該國

的語言法案中，將法語提升為國家語言，使得加拿大成為雙語國家，讓法語在加

拿大更具有保障： 

加拿大聯邦政府制定的官方語言法案第二條法規開宗明義地標示其宗旨：

「在全加拿大政府暨議會範疇內，英語及法語是加拿大的官方語言；在加

拿大政府及議會的各機構內，英語及法語皆享有同等的地位、權利及特權。」

（1996：205） 

該法案於 1969 年 9 月 9 日生效，但魁北克人仍感到不安，而後不久魁北克

黨於 1977 年 8 月 26 日通過「法語憲章」（101 法案），制定法語為魁北克省唯一

的官方語言，這也是所謂的「寧靜革命」的成果之一，當時的文化部長羅漢

（Camille Laurin）更宣稱「魁北克將永遠是法語的魁北克」，對魁北克省及對於

使用法語者的人們而言，這是劃時代的決定。而羅漢更語重心長的說出這極具歷

史意義的法案： 

將法語制定為魁北克唯一法定的官方語言視為一種心理的集體治療良方，

以根治幾世紀來魁北克人民遭受外來政權或外來經濟的汙衊、歧視、壓迫、

挫折、不安的集體自卑感，洗刷長久生為魁北克人悲哀。（1996：200-201） 

一個語言若能被給予完整的生存空間，那麼其展現的將是語言活力而不會

是引發語言戰爭，也因為有了這法案的制定得以讓法語有了絕對的自主權。不但

在商場招牌、企業機構、公共標示等相關事項皆改以法語為主，將原有的英語面

貌逐一改觀，不僅如此在魁北克省境內，只要是非英、法系的外來移民者不得就

讀英語授課的中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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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夢翠歐非英、法系（allophone）學生的教育語言分佈 

年 法語 英語 

1970-71 7.9 92.1 
1973-74 11.4 88.6 
1976-77 22.3 77.7 
1983-84 45.4 54.6 
1984-85 51.3 48.7 
1985-86 54.0 46.0 
1986-87 60.0 40.0 
1987-88 66.2 33.8 

資料來源：Marc V. LEVINE,THE Reconquest of Montreal─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Change in a Bilingual City, p.139（1996：202） 

由該表可知自從 1977 年制定了語言法案之後，隨即反應在學習法語的人口

數上，1983-84 年一舉多了 2 成的法語學習人口數；1984-85 年則超越學習英語

的人口數，從此之後法語已實質成為魁北克的使用語言。在這期間魁北克於 1980

年及 1995 年舉辦獨立公投，尤其是 1995 年該役以 50.6%：49.4%再次獨立失敗，

雖然最後仍屬於加拿大的一份子，卻也足以撼動整個加拿大的語言使用氣氛。 

經過二十五年聯邦政府積極推動雙語的結果，今日的加拿大全國語言面貌

雖然沒有明顯的變化，可是對於長期不屑於學習法語的英裔官員心態著實

起了不少良性的作用，冀望一施政治抱負的人物則非掌握英、法雙語不可。

（1996：206） 

魁北克經過了百年來的奮戰，雖仍無法獲得獨立，至少具有絕對的自治語

言權利，法語也因此獲得了保存並延續，這樣的結果或許已是最符合加拿大現況

的政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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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學謙 2002 年〈紐西蘭的語言規劃〉 

本篇以紐西蘭的毛利語復振的過程，以由下到上的社會運動促成國家立法

推動毛利語進而翻轉毛利語在紐西蘭的地位。首先簡介紐西蘭於西元 1840 年為

英國殖民地，當時毛利人與英國簽訂瓦塔奇條約（Treaty of Waitangi），內文表示

同意讓渡主權給英國王室，但也保證毛利人的所有權和某些傳統權力及特權。即

使 1947 年紐西蘭獨立，毛利語也不因主權轉移而有所復興，其語言使用仍然每

下愈況，甚至到了 60 年代精通毛利語的人剩不到四分之一。毛利人為此充滿語

言滅亡的危機而展開一系列的社會運動。但抗爭初期是最艱鉅的，沒有法令的支

持也沒有人們的支持，最後毛利人決定以法制化的社會運動為主要訴求： 

瓦塔奇條約的第二條規定毛利人有完全控制他們的土地、部落、以及所有

的 taonga 的權利。毛利人以毛利語為毛利人重要的 taonga 為由，引用這

個規定，要求政府履行條約，保障毛利語的生存。（2002：159） 

毛利人首先以 1840 年與英國簽訂的條約作為依據進行一系列的權利爭取，

即使一開始被紐西蘭政府認為毛利語是「問題」而消極面對。但因為受到瓦塔奇

條約的保護，1974 年通過《毛利事務法》認定紐西蘭毛利語及其地方言為紐西

蘭毛利人後代的祖傳語言（ancestral tongues）。但這並不代表毛利語有了政府的

保障，因此毛利人持續為毛利語爭取生存空間，1982 年展開「語言巢運動」： 

語言巢官方網站引用文：「孩子呱呱落地後，把他抱在胸前，並且從那一

刻開始以毛利語和小孩說話。」（2002：175） 

這股「語言巢運動」帶動了社會對毛利語重視的氣氛，以全毛利語的浸淫

方式讓孩子一出生就學會毛利語，甚至在 1985 年成立第一所全毛利語的完全小

學，漸進式的由社會自發性的保護毛利語之後，總算在 1987 年通過《毛利語言

法》，從民間自主發動的保護運動進而變成由政府的力量積極推行，是毛利語運

動成功的一大步。 

表 12：毛利發展部報告（2002：167） 

毛利語言政策：語言規劃 1997 年 6 月 

毛利語言政策：皇家的瓦塔期條約和其他的法令責任 1997 年 6 月 

毛利語言政策：共同部門對少數語言復興的貢獻─國際的例子 1998 年 3 月 

毛利語言政策：建構毛利語監督和評估的架構 1998 年 3 月 

監督毛利語健康和毛利語政策的效率：監測影響 Basque 學習的

因素 

199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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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語言策略：毛利語文體（corpus）發展 1998 年 6 月 

毛利語言策略：監督和評估機構（MLMEF） 1998 年 6 月 

毛利語言政策：語言接觸 1997 年 6 月 

毛利語（Te Reo Maori） 1998 年 6 月 

毛利語言策略：公共和私人部門活動及其他 1998 年 6 月 

毛利語的健康，毛利統計論壇、紐西蘭統計 1998 年 6 月 

資料來源：Reedy（2000：162） 

獨立之初，紐西蘭政府將毛利語視為「問題」，經過社會運動的擴展，40 年

後的則將毛利語視為「資源」，並進行一系列的毛利語復振計畫。從最開始的語

言規劃、認定毛利語的官方地位、書寫文字系統以及後續的相關發展，有了完整

的過程。毛利人佔紐西蘭全人口約 15%（張學謙，2002：154），從一開始的社會

自發性運動到政府立法保護，本篇作者認為他們有其步驟性： 

他們首先提出語言滅種的警訊，然後透過組織一方面爭取語言權的法制化，

一方面進行草根的母語運動，成立毛利語言巢。毛利人將語言運動和其他

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同時又融合傳統的社會組織和文化價值來進行運動。

（2002：186） 

一個語言是否能夠成功復振，最關鍵的重點不一定是在政府立法，而是來

自社會凝聚的力量。在文中作者也提及了許多案例即使有政府立法的保護仍走向

滅亡，因此「活用」才是語言復振最基本的動力。毛利語就是有這樣的信念，才

能逐步達成毛利語有著完整的語言規劃而獲得更大空間的語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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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存不易的咱人話 
自 16 世紀西班牙殖民菲律賓開始，不論是殖民政權的更迭或是菲律賓人當

家作主，華人始終是被統治的族群。 

西班牙殖民時期，期望華人對菲律賓有所貢獻卻又擔心華人造反，因此限

制華人住居也將宗教信仰融入對華政策裡，期盼華人在心靈上臣服於宗教、在土

地上臣服於西班牙政府；美國殖民菲律賓時期，主要以菲律賓人自治為主軸35，

加上美國本國既有的排華政策在菲律賓延續，除了扶植大量的菲律賓人，無形有

形之中亦將華人排除在外；獨立之後的菲律賓政府，伴隨著民族主義熱潮，試圖

建構更像菲律賓人的菲律賓，因此有著一系列的「菲化運動」。 

從西班牙殖民開始直到菲律賓獨立建國，對待華人不外乎都是「排除華人」

或是「將華人收編為自己人」的雙面政策，直到馬可仕執政，於 1973 年頒布簡

化國籍法的規定，加上先前的菲化運動，剛柔並行地將依附在菲律賓社會的「中

國華僑」轉變為認同菲律賓為母國的「菲律賓華人」，讓華人從落葉歸根轉變為

落地生根，但不論是哪一類型的政策都在在影響著華人在菲律賓的生存，而依附

在華人族群裡的咱人話也隨著時代及政策的改變而有著明顯的連動關係。 

自 1898 年美國統治菲律賓以及 1946 年菲律賓獨立之後，百年來對華人所

實行的政策裡就以 1921 年通過的《西文簿記法》以及 1973 年頒訂的《華校菲化

案》影響咱人話最為嚴重，而近年來世界掀起的「華語熱」也進入菲律賓華人社

會，使得咱人話除了必須面對這些政策的壓力之外，也要面對同是漢語系的普通

話壓迫其生存空間。 

本章將以事件記錄的方式並以時間作為排序，分作「西文簿記法」、「華校

菲化案」以及「華語熱」三節逐一討論咱人話在這些過程中所遭受的影響，進而

說明生存不易的咱人話目前在菲律賓的現況。 

 
 
 
 

                                                
35 李毓中（2003：71）：「一組由康乃爾大學校長舒爾曼（Jacob G. Schurman）所領導的五人『菲

律賓委員會（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通稱舒爾曼委員會亦稱為第一屆菲律賓委員會』

抵達菲律賓，除了進行菲律賓國情的調查工作外，同時以和平的手段開始為美國治菲島做準

備工作。1899 年 4 月委員會發佈一份宣言表示，允諾將給予菲律賓自治及人身自由，並且將

引進公正良好的文官及賦稅等制度，並將積極發展菲島的經濟及投入公共建設的修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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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國統治時期：1921 年《西文簿記法》（Book Keeping Act） 

在當代的東南亞政治史，菲律賓是唯一受到二個西方帝國所統治的國家（顧

長永，2005：10）。自美國接管菲律賓之後，其施政方針主要是以「由菲律賓人

治理菲律賓人」，不但扶植大量的菲律賓人成為政府主要官員、企業要角，也不

像西班牙殖民菲律賓時是以宗教之名進行思想統治並強行壓制菲律賓人的民族

思想36。相較於西班牙，美國對於菲律賓的態度採取開放、積極的協助扶植角度，

這也是菲律賓在獨立之後能夠得以快速進入執政狀態的主要原因。 

美國支持菲律賓人當家作主，甚至在 1902 年通過《菲律賓法案》（The 

Philippine Bill）作為「菲人治菲」37的法律基礎。但卻將已在美國本土實施 15

年的《華人排斥法》38延伸至菲律賓境內，使得美國進入菲律賓之後對於華人的

首要政策即是「排華」。美國在菲律賓確立了對於華人的既定印象之後，菲律賓

人也接受了這樣的想法，再加上美國扶植菲律賓人之後促進了後續的「菲化運動」

甚至最後演變為「菲人第一」。華人雖然從西班牙殖民後期獲得了居住上的自由，

在美國殖民期間獲得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其地位並沒有因為更換了政府而多所提

升，從一系列的對華法案中即可看出端倪。 

下列表格所陳列的是與華人較為相關的重要法案，自 1898 年至 1942 年日

軍進入菲律賓為止，1935 年美國允諾菲律賓成立自治政府的法案也包含在內。 

 

 

 

 

 

                                                
36 顧長永（2013：146-147）：「美國統治菲律賓的最大特色就是「政教分離」，美國於 1902 年實

施《菲律賓組織法》（The Philippine Organic Act of 1902）；依據該法案，美國自 1904 年實施

政教分離，不再將天主教會體系列入政府體制。」 
37 顧長永（2005：11）：「其他的西方帝國主義是因為經濟因素而來到東南亞，因此極力剝削東

南亞各國的經濟資源，以為母國賺取經濟利益。但美國在 20 世紀初，已經是一個大國及強國，

並不需要菲律賓的經濟資源。因此，在美國殖民之初，就已經作出『還政於菲』的打算。」 
38 何蕙瑛（1979：22）：「美國政府乃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發佈第一次的「華人排斥法」，

規定在十年內禁止華工入境，且對居美有年的華僑，一時回國重返美者，亦加以種種限制。

並自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起，凡居留美國的華僑，均須一律登記，限於自身能積極證

明為正當入國者，使得在美居住，違反此規定而放逐回國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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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美國統治期間幾項對華法案39 
法案名稱 年代 起因 規定 

排華法案 1898 年 
軍事實施， 
1902 年 
正式實施， 
1943 年終止。 

美國本土排華法案延

伸至菲律賓。 
排斥華工，禁止華工入境。華人

僅商人、官員、傳教士、學生、

遊客等五類准予入境。 

西文簿記法 1913 年提案， 
1921 年通過， 
1926 年駁回， 
1934 年修法， 
1940 年實施。 

菲律賓議會認為華人

經營的商店用漢字（中

文）記帳容易從中作弊

逃稅，而此類商店高達 
1 萬 5 千家。菲查帳者

因不懂漢字，造成每年

損失之稅收多達數百

萬披索。 

第 2972 號條文。 
所有經商人士皆必須用英文、西

文或菲文，若違法處一萬披索罰

款或是 2 年以下監禁。 
1926 年美國聯邦大理院認定此為

歧視，有違法平等原則。 
1934 年修法改為「凡不以英文、

西文或菲文記帳者，需將其帳簿

翻譯成此 3 種文字中的其中一

種，並由簿記員及經理證明。」 
1940 年 1 月 30 日實施。  

零售菲化案 1935 年提出，

1939 年再度提

出。隨後因戰爭

爆發而停止。 

禁止外僑領取零售業

執照。 
第 562 號法令。 
1.不得發放零售業的營業執照予

外僑，已經零售業之外僑則需於 5
年內結束營業。 
2.菲人及美僑有優先經營零售業

的權利。 
3.現有外僑經營的零售業得以繼

續營業制存貨賣完為止。 

公共菜市 
菲化案 

1939 年提案， 
1941 年通過， 
1946 年實施。 

禁止外僑在公共市場

租賃攤位營業。 
1.除菲人及美人，禁止外僑在馬尼

拉各菜市經營任何商業；已領有

執照者，限 3 個月內退出菜市。 
2. 任何 公共 菜 市攤 販不 得 雇 用

菲、美籍以外之外僑雇員。 

新移民法 
又稱菲律賓

1940 年 菲律賓自治政府阻止

大量外僑入境。 
第 613 號法令。 
每年可移民菲律賓的中國人數限

                                                
39 本表格參考吳文煥 2002 年；王培元 2002 年、莊國土 2003 年、張詠涵 2009 年、劉冠楠 2009

年，王思韻 2014 年等整合而成。 

 



 

51 
 

移民法 額為 500 人。 

外僑登記法 1941 年實施，

1942 年停止，

1947 年恢復。 

 年滿 14 歲以上之外僑需向移民局

辦理登記並核發「外僑登記證」，

每年需向移民局報到一次。 

自美國統治菲律賓期間《排華法案》（1898-1943）如影隨形。1898 年佔領

初期，軍事司令奧蒂斯（Elwlee S. Otis）將軍為防範中國趁機入侵菲律賓而頒布

一道臨時軍事措施，而這道軍事措施卻在 1902 年成功地將《排華法案》延伸進

入菲律賓，甚至在同年的 4 月 29 日美國國會正式批准並由美國總統簽署開始，

作為正式的官方政策（吳文煥、王培元，2002：3）。 

1898 年至 1902 年屬於過渡時期，在 1902 年的法案確立，美國在菲律賓正

式地貫徹了對華人的態度，直到 1943 年《馬格納森法案》宣布以往排華法案及

其相關修正案無效才正式落幕（劉冠楠，2009：9），這段長達 45 年的《排華法

案》也是造成菲律賓華人人數遠低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主要原因40。 

儘管有《排華法案》壓制著外來華人持續移入菲律賓，但菲律賓最大的外

國集團仍是以中國籍為最多數，菲律賓自治政府成立後於 1939 年進行全島人口

普查，華人佔外籍人口的比例高達 70.9%。 

表 14：西元 1939 年菲島各國籍人口  

國籍 總人口 男性 女性 

菲律賓群島總人口 16,000,303 8,065,281 7,935,022 

菲律賓籍總數 15,833,649 7,944,158 7,889,491 

中國籍總數 117,487 90,007 27,480 

美國籍總數 8,707 5,129 3,580 

西班牙籍總數 4,627 2,503 2,124 

引自 Jensen Khin Khin, Myint 著；吳文煥譯（1991：64） 

 

 

                                                
40 最顯而易見的案例即是 18 世紀後期，英國陸續在新馬半島殖民檳城（1786 年）、新加坡（1819

年）及麻六甲（1824 年）進而在 1826 年成立了「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1826-1946），

英國為開發當地決議採取鼓勵移民政策，造就現今新加坡為華人主政的國家及馬來西亞華人

比例佔全國總人數的 23.7%（顧長永，2009：3），而檳城更高達了 40.9%以上的華人人口，

成為馬來西亞最多華人的州屬，這樣的華人比例皆高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由此可知，一個法

案影響的層面之廣，美國在菲律賓所執行的《排華政策》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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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39 年完成人口普查後，1940 年《新移民法》規定外僑進入菲律賓的

人口數，每年每個國家皆以500人為上限，這對於華人而言是個影響極大的限制。

1941 年實施《外僑登記法》則是更加確實掌握「非菲律賓人」在菲律賓的人口，

這些對於華人移入菲律賓亦具有莫大的衝擊，這 2 年來陸續實施的相關法案確實

減少了許多華人移入，但仍有少數華人為了進入當地經商而改採偷渡方式（張詠

涵，2009）。 

這類的法案嚴格管控華人進入菲律賓，的確得到極大的效果，菲律賓人也

在美國刻意排華及積極的扶植之下確立了「菲律賓為菲律賓人的菲律賓」。達成

第一步將華人人口數限制在可管控的範圍內之後，即陸續推出對於抵制或排斥華

人的相關措施。美其名雖為扶植菲律賓人當家作主，但不可否認的卻是具有一股

無法抵抗的民族主義熱潮向華人襲捲而來。 

1913 年提出的《西文簿記法》即是一項對華人極具針對性的政策。自西班

牙殖民時期的「大帆船貿易」時代（1575-1815），華人進入菲律賓即多為經商人

士。而後美國殖民政府的《排華法案》裡亦僅開放商人、官員、傳教士、學生、

遊客等五類准許入境。美國統治菲律賓 5 年後進行人口普查，1903 年當時華人

就業人口數，商人即佔 33.92%（吳文煥、王培元，2002：6），可見經商人口比

重之多。當年菲律賓議會提案認為所有在菲律賓經商人士應該以英文、西班牙文

或菲律賓語（local dialect）作為記帳文字，條文如下： 

No. 2972.  An act to provide in what languages account books shall be kept, 
and to establish penalties for its violation.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hilippines in Legislature assembled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ame: 
  'Section 1.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company, or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dustry or any other activity for the 
purpose of profit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in accordance with existing law, to 
keep its account books in any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Spanish or any 
local dialect. 
  'Sec. 2.  Any person violating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shall, upon 
conviction, be punished by a fine of not more than ten thousand pesos, or by 
imprisonment for not more than two years, or both. 
  'Sec. 3.  This act shall take effect on November 1st, nineteen hundred and 
twent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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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法條上並沒有明文指向華人，但華人不僅是在菲律賓最大的外國人

集團，其允許的語言正好缺少華人的語言。華人使用漢字記帳已是數百年來的慣

性，要華人拋棄漢字記帳並配合使用菲律賓議會接受的語言作記帳文字，對華人

而言是個無法隨即適應的政策。 

需要一提的是，就當時候的菲律賓華人而言，記帳的語言文字應是「咱人

話」。早在西班牙殖民時期有關華人前往呂宋的商船資料的文獻裡，船長以閩南

語漢字填寫在船貨清單表，再由兩位菲律賓當地的漢語通事翻譯成西班牙文成為

最後確認的文件，方真真亦將 1657-1687 年間的漢語通事製成名單，可見使用咱

人話漢字作為使用文字已是將其制度化的成果41。 

其使用咱人話作為文字系統的傳統也延續至美國統治時期，若是在按照時

間序來說明，西元 1898 年美國統治菲律賓，1899 年菲律賓設立第一所華校「中

西學院（Philippine Tiong Se Academy）」作為華校的開端42，由校名「Tiong Se」

是以咱人話發音拼寫而成，即可看出當初華校使用的語言仍以咱人話為主；1911

年中華民國甫成立，1912 年才確立了中華民國的「國語」是以北京話作為基礎

語言（蔡惠名，2014B：120），直到 1926 年菲律賓華校的教學語言才加入所謂

的「國語」，採取漸進法，讀音用「國語」，解釋用咱人話，因此 1913 年菲律賓

議會提案時亟欲否決的「Chinese Language」指的應是咱人話。如同本文第二章

第一節的楊建成《菲律賓的華僑》提及：獎勵學國語的氣氛尚未普遍43。即使到

了現今受到「華語熱」相當大程度的影響，菲律賓華人社會仍以咱人話作為共通

語言，而自西班牙殖民時期所延續數百年的華人社會勢必比現在更難以受到「國

語」或是「普通話」的影響，因此筆者認為當時候華人記帳的語言即是「咱人話」。 

華人無法使用其母語作為記帳使用文字，這對於華商具有莫大的衝擊，當

時候的華人或許具有簡單的菲律賓語或是英語的會話基礎，但要使用這些語言作

為記帳文字卻是沒有受過西式教育的華人極度欠缺的能力。 
                                                
41 方真真（2012：29-33）：「船長以閩南語漢字填寫在船貨清單表上的商品則由兩位通式來共同

完成，一位是透過通曉西班牙與且會說閩南語的華人混血兒，此人隨同另一識漢字的當地華

人天主教徒來共同翻譯成西班牙文，然後由公證人抄寫而成。最後文件轉到秘書處，再請人

重抄一份。其製作過程是：船長→華人天主教徒（漢文通事）→華人混血兒（漢語通事）→

抄寫員→重抄者。」 
42 卓正明（1996：80）：「1899 年 4 月 15 日，中國駐菲律賓首任領事陳綱在僑商的支持下，在領

事館（原甲必丹衙署）內辦起第一所新式華文學校。」 
43 楊建成（1986：170）：「菲島各華僑學校上課所用的語言，小學一二年級多用福建話及廣東話，

三四年級後採用注音符號，五六年級後漸熟國語，獎勵學國語的氣氛尚未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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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在菲律賓早期並無特別權威的組織，但此法案影響的層面太大，倒是

罕見地讓華人社會團結起來（洪玉華，2002：5）。西元 1825 年仍為西班牙殖民

時期設立甲必丹（Captain）制度44，隨後在 1898 年美西戰爭爆發後，該制度隨

即停止，取而代之的是 1899 年中國清政府在馬尼拉設立領事館45，以此作為菲

律賓華人社會最高組織也是官方機構。 

時為華人社會的領袖李清泉及總領事周國賢請求第六任的總督夏禮遜撤回

該法案，但卻遭到否決，於 1921 年強行通過並實施。但這影響層面之大，因此

華商仍不斷抗爭，在菲律賓當地一一宣告抗爭失敗，最後甚至前往美國提出訴願，

以華僑首領薛敏老、吳克誠作為代表，前往美國大理院控訴，而施肇基公使則出

席辯護指出：「若中國政府亦提出類似法案，恐對在華美商同樣不便。」美國大

理院遂而在 1926 年宣判該案為歧視華商，剝奪其記帳之習，而得到最後的勝利46。

1934 年菲律賓議會修法改為較為折衷的法條，其華商仍然可以以漢字記帳，但

需要翻譯成英文、西文或是菲語並獲得認定即可。 

雖然最後取得折衷法條的記帳方式，得以具有緩衝時間最後也保留了可以

使用漢字記帳，但此法案卻也深遠地影響了華人使用文字上的選用。自 1913 年

提案至 1940 年《新西文簿記法》實施，近 30 年的記帳文字早已改變。這項法案

適用於所有行業的記帳模式，其影響層面之大，這對咱人話在書面語上的功能是

具有全面性的削減，咱人話的文獻紀錄也隨之斷層，留下僅剩做為生活語言的口

語功能，因此《西文簿記法》可以說是美國統治菲律賓期間對咱人話造成最大衝

擊的法案。 

在美國統治初期除了《排華法案》及《西文簿記法》外，對島上的華人多

數採取自由開放的態度，因此華人自 1918 年至 1928 年間各項工商活動均呈現欣

欣向榮之榮景（張詠涵，2009：33）。但隨著華人擁有各項商業優勢，引來菲律

賓人的不滿，隨著 1935 年菲律賓自治政府成立之後，「菲化運動」成為所有施政

                                                
44 張詠涵（2009：22-23）：「西班牙統治菲島後期，設立甲必丹（Capitan）制度，利用華人治理

華人，即號召對華人社會有影響力的華人，賦予甲必丹職務，並授予統治華人社會的若干權

力。甲必丹制度自 1825 年由西督 Mariaon Ricafort Y Abarca 呈請西班牙國王批准後正式實施，

甲必丹人選由西督推薦，並由西王親自批准。」但 1898 年美西戰爭爆發後，西班牙退出菲律

賓統治權，甲必丹制度也跟著結束，因此這個制度僅僅實行了 73 年。 
45 曾少聰（1998：43）：「當時在菲的最後一任甲必丹陳謙善，他為著保護華僑在菲的利益，曾

一再向清廷從速在菲設領事館，清廷乃援引清政府在美國設領事館之例，徵得美國的同意，

遂於 1899 年（光緒 25 年）在馬尼拉正式設立領事館。」 
46 參考：中華百科全書－西文簿記法。（2015.03.03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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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方針，1935 年《公共菜市菲化案》以及 1939 年《零售菲化案》主要皆是

以「菲人優先，排斥外人」作為核心思考。不但停止發放執照給予外僑，更明令

菲人及在菲美人具有優先經營權，除此之外連聘用雇員也不得聘用外僑，從上而

下的極力菲化。雖然如此，華人仍然擁有變通的方法，躲避掉各項針對性極高的

法條，反倒讓華人成功轉戰其他領域，如手工製造業以及服務業等行業（劉冠楠，

2009：53）。 

西元 1939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 年日本入侵東南亞各地，菲律賓一樣遭

到日本佔領，因此菲律賓自治政府在那段期間所提出的法案多數暫停或是延緩執

行，直到 1945 年日軍戰敗退出菲律賓，1946 年獨立之後才逐一恢復。而這段期

間，雖然遭受到戰爭的波及，卻也讓華人有了一小段喘息的空間，讓華人藉由戰

爭、政權轉換而有了轉業空間。 

綜上所述，美國統治期間「扶植菲人、排斥華人」，菲律賓人接受了美國排

斥華人的想法，美國也不再需要親自執行即可達成在菲律賓抵制華人的效果。本

節所陳列的法案對於華人皆是大層面的衝擊，不但限制華人人口數、限制華人不

准使用母語記帳也限制華人不准在零售業、菜市場經營，華人的生存空間限縮嚴

重。加上爾後因日軍佔領而有所緩和，但菲律賓獨立之後卻又再度進入了另外一

個黑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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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馬可仕時期：1973 年《華校菲化案》 

各個殖民國早在 16-17 世紀紛紛來到異地建立屬於自己的殖民地，隨著二次

世界大戰的結束、時代的改變紛紛退出殖民地，東南亞各地也藉著民族主義的熱

潮，紛紛獨立建國。而美國國會早在 1934 年 3 月即已通過《泰汀─麥克杜菲法

案》（Tydings McDuffie Act）允許菲律賓成立自治邦政府 10 年後獨立，雖然時逢

日軍佔領，但日軍於 1945 年戰敗將菲律賓歸還給予美國後，隔年美國亦實現諾

言，因此菲律賓原本應該在 1945 年獨立建國，最後延至 1946 年 7 月 4 日完成。 

以美國與菲律賓的協議而言，菲律賓確實比預定的時程晚一年獨立，但是

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菲律賓仍是亞洲地區第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獨立之後的

菲律賓，原就具有美國在統治時期給予的自治基礎，因此是少數建國後具有完整

民主制度的國家，成為獨立之後穩定發展的國家，甚至被稱為「亞洲民主櫥窗」

（顧長永，2013：151）。 

自 1935 年的菲律賓自治政府開始，民族主義熱潮掀起了一波「菲化運動」，

而這樣的民族運動，更是在獨立之後形成「有言皆排華，無案不菲化」（范啟華，

2008：13、章石芳，2011：34）。這或許是菲律賓歷經近 400 年來被殖民之後得

以實現當家作主的歷史性時刻，因此伴隨著民族高漲的情緒，制定一系列「菲人

第一」的法案，在歷史上這是個必然會經過的歷程，但這樣的歷程卻也讓華人深

受影響。 

本節表格所揀選的法案是 1946 年至 1976 年馬可仕完成《外僑入籍法》之

後對華人有著重大影響的法案，這期間雖然僅有 30 年，但提出法案使其「菲化」

的程度更勝以往。 

表 15：獨立之後至馬可仕執政期間對華法案47 
法案名稱 年代 起因 規定 

公共菜市 
菲化案 

1946 年通過， 
1947 年實施。 

禁止華人在公共市場

租賃攤位營業。 
第 37 號法令。 
只有菲律賓公民有資格承擔攤位營

業，華人攤商需於 1946 年 12 月 31 日

前撤出所有公共菜市攤位。 

修改原有移

民法，加嚴

外僑出入菲

1947 年 提 案

修改，1949 年

全面禁止。 

實為國共內戰，防止

中國共產黨的滲入。 
將 1940 年規定每年 500 人為限的名額

減為 50 名，至 1949 年全面禁止中國人

民進入。 

                                                
47 本表格參考吳文煥 2000 年；王培元 2002 年、莊國土 2003 年、張詠涵 2009 年等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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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 

勞工菲化案 1948 年實施， 
1959 年修訂， 
1961 年通過。 

全面菲化。 1948 年規定菲籍勞工不得少 60%； 
1959 年規定菲籍勞工至少 75%； 
1961 年限制零售商雇用外籍勞工。 

零售業 
菲化案 

1954 年提案 禁止外僑領有執照。 第 1180 號法令。 
只有菲律賓公民或全部資本為菲律賓

組成的組織、公司行號，始有資格直接

或間接經營零售商業，所有外僑（除美

僑）必須全面退出。 

米黍菲化案 1957 年提案， 
1960 年通過， 
1964 年實施。 

米 黍 業 多 為 華 人 持

有，菲人認為米價上

漲是因為華人刻意哄

抬。 

第 3018 號法令。 
米黍業資本應全部為菲人所有。原經營

業者應於 1962 年底結束營業，附屬產

品製造者於 3 年內結束，營業期限提前

到期者不准展延或重新申請。違反規定

將處以罰則，服刑期滿即遣送回國。 

新國籍法 1973 年 沿 用

1947 年 修 訂

的 1935 年憲

法。 

1.本地出生，父母雖持

有他國國籍，但本憲

法頒布前曾被選任為

菲律賓官員者。 
2.父為菲律賓公民者。 
3.母為菲律賓公民，本

人成年時選擇菲律賓

國籍者。 
4.依法歸化者。 

1.依據 1935 年憲法規定選擇菲律賓國

籍者、經依法歸化為國民者。 
2.菲律賓女性公民與外國人結婚可保留

國籍，除行為過失或依據法律被視為放

棄者。 
3.菲律賓國籍根據法律規定可已喪失或

重新獲得。 
4.凡菲律賓公民出生後即為天生菲律賓

人。 

華校菲化案 1967 年 停 止

成立新華校， 
1973 年通過， 
1976 年實施。 

由菲化教育著手，改

變華人思想，增加對

菲律賓的認同感，加

入華人融入菲律賓社

會。 

第 176 號法令。 
教育機 構只 能由 菲律 賓公 民及 資本

60%擁有的公司設立，已開辦的外僑學

校最遲於 1976-1977 學年度實施。其董

事會成員及主管只限於菲律賓公民。外

僑學生不得超過該校學生人數三分之

一。華校不再是獨立機構，轉變為菲律

賓私立學校，學制全面菲化。 

外僑入籍法 1976 年 在承認 1975 年第 270
號總統令的前提下，

放寬對申請入籍之條

1.放寬外僑入籍的資格與申請手續。 
2.申請入籍者年齡從 21 歲降至 18 歲。 
3.不需具備雙語能力，只需能說、寫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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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資格。 律賓主要語種即可。 
4.申請者不需擁有不動產，僅需足以維

持本人及家庭生活的合法收入。 
5.由特別規劃委員會受理華人成批入

籍，報請經總統批准。 

自 1935 年菲律賓成立自治政府至 1946 年獨立，這 11 年之間雖然經歷戰爭、

政權轉移，最後仍是菲律賓人得以治理菲律賓，菲律賓擁有絕對自主的主權獨立，

再加上這過程僅延緩了 10 年左右，因此有許多在自治政府時期所設置的法案自

然延續至獨立之後繼續實施，甚至配合更為興盛的「菲化主義」將原有的法案修

改成更有利於菲律賓人。 

西元 1946 年實施的《公共菜市菲化案》與時為 1939 年提案之際的法條做

比較，即可清楚得知，原本允許外僑具有 3 個月的緩衝期，卻改為華人攤商必須

在 1946 年 12 月 31 日前撤出所有公共菜市攤位，並且更明令只有菲律賓公民得

以合法營業。 

西元 1954 年實施的《零售菲化案》亦是如此，與 1935 年時提出的法案做

比較即可得知，原本是菲律賓人及在菲的美國人擁有優先取得執照的權利，但修

改過後的法條卻是除了美僑以外，只有菲律賓公民得以營業，其他外僑皆必須全

數退出。菲律賓藉由這些修正法案名正言順的將菲律賓建構成屬於菲律賓人的菲

律賓。 

華人也因為這些法案接踵而至，加上華人從一而終皆是被管理的族群，為

了繼續在菲律賓生活，除了選擇入籍菲律賓外，也藉由通婚或是具有 Mestizo 

Sangley 身分的菲律賓人取得營業執照得以繼續在菜市經營生意及在零售業發展，

這樣的變通方式普遍存在，因此即使有了這些法案，仍然可以看見華人在這些行

業裡的活躍，也藉由這樣的機會大規模的進入製造業、金融業及進出口業等新興

事業（莊國土，2003：368）。 

在獨立之後新設立的對華法案中，《勞工菲化案》則是屬於漸進式的「菲化」

政策，從 1948 年實施時規定聘用勞工時菲律賓公民不得少於 60%，1959 年改為

至少需要 75%的菲籍勞工，1961 年則直接明令不得聘用外籍勞工以保障菲律賓

公民的工作權而言，確實得到法條上的保護，卻也無形之間壓縮了華人在底層社

會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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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設立法案中影響華人最大的莫過於是 1957 年提案的《米黍業菲化案》。

自西班牙殖民後期，米黍業經營人口多為華人，到了美國統治時期因為配合美國

在殖民地栽種經濟作物政策，導致米糧栽種面積減少，造成米糧的價格容易變動，

而掌握米糧價格的又是以華人為主，因此菲律賓獨立之後認為米黍業應該也必須

掌握在菲律賓人手上。 

根據 1948 年的統計，華人在菲經營大小碾米廠者共 140 家，販售者為數更

多，華商居 80%，華商投資碾米廠總值 480 萬披索，依碾米廠維生者計 2,500 人，

依賣米為生者約 1 萬人（張詠涵，2009：59-60）。由這樣的數據可以了解，若執

行《米黍業菲化案》影響層面必然會造成一波華商轉業潮，但經過交涉之後，仍

然決議在 1960 年通過該法案，並且強制規定華商應於 1962 年底結束營業，附屬

產品製造者於 3 年內結束，1964 年正式實施。直到馬可仕執政初期認為過於激

烈的「菲化運動」只會導致經濟惡化，因此於 1973 年決議開放允許外僑經營米

黍業，而終止了這項法案。 

如同上述所言，華人自菲律賓自治政府成立以降承受許多「以菲化之名行

排華之實」的法案，為了顧及生活，入籍菲律賓的態度亦轉向積極。 

而當時候的歷史背景也必須一提，1949 年國共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戰敗輾

轉遷台，在台灣延續中華民國的命脈，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最後勝利並得以延

續「中國代理人」的正統位置，除了於 1955 年宣布中國人民僅能擁有中國國籍、

不准擁有雙重國籍48，也鼓勵海外華僑入當地國籍，於此同時的菲律賓正處於「菲

化熱潮」，因此在「顧及現實生活以及回歸祖國夢碎」的雙重條件之下，華人在

此時也順應潮流入籍菲律賓。 

1965 年馬可仕取得執政權之後，認為「菲律賓已是菲律賓人的菲律賓」，不

再需要強烈的「菲化運動」，再加上馬可仕期望與中國建交，在此之前必須先處

理好華人的國籍歸屬49，因此馬可仕積極地於 1973 年頒訂的《國籍法》、1976 年

的《外僑入籍法》以及最後於 1976 年執行的《華校菲化案》，不只符合中國當局

                                                
48 中國國籍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根據第八條，規定

申請中國國籍的人，其申請經批准取得中國國籍後，不得再保留外國國籍。根據第九條，定

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獲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參考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安部網站（2015.03.10 查詢）。 
49 莊國土（2003：354）：「按照國際慣例，菲律賓一旦與中國建交，華僑將自動成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民。堅決反共的菲律賓政府，不允許在本國存在數十萬共產黨國家的公民。菲僑如果

仍然持台灣護照，則在菲律賓政府一個中國的政策下，實際上將變成無國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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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海外華僑」成為「該國華人」，也在 1975 年菲律賓正式與中國建交，而

這一系列的法令同時也宣告菲律賓自美國統治期間歷經近 80 年後，完成「菲化

華人」的最後一塊拼圖。 

為了完成最後一塊「菲化華人」的拼圖，馬可仕雙管齊下於 1973 年分別推

出《新國籍法》以及《華校菲化案》的法令，一方面簡化國籍法的規定並且放寬

申請資格，另一方面則規定華校必須改為菲律賓私立學校。如此一來，以國籍而

言，中國華僑成為菲律賓華人；以學校體制而言，原與中國政府共同督導的華校

成為菲律賓立案的私立學校。 

《新國籍法》相較於 1935 年的《新憲法》以及 1947 年建國後修訂的版本

最大的差別在於 1973 年納入「菲律賓女性公民與外國人結婚可保留國籍，除行

為過失或依據法律被視為放棄者」。這項法案雖然適用於所有的外僑，但華人一

直以來都是菲律賓最大外僑團體，因此《新國籍法》的修改可以說是為了讓多數

華人得以順利成為菲律賓人。 

何以只差一項法條而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若從 1935 年《新憲法》所規定

來看，「凡屬菲母所生之外僑，達到 18 歲且無不合格之入籍條件，可申請菲籍。」

依此規定，則「華父菲母」所生之子女，得因母系血統之關係，於 18 歲履行其

所規定條件，即可申請取得菲律賓國籍（何蕙瑛，1979：11）。但這樣的前提是，

即使母親是菲律賓公民，但因為與外僑結婚，因此所生的小孩也被視為外僑，雖

然仍然可以透過管道申請取得菲律賓國籍，但這卻必須經過冗長的審理程序。修

改過後的《新國籍法》，小孩可以因著母親保留國籍而跟著在 18 歲時可以擁有選

擇是否需要或放棄菲律賓國籍的權利，不但從必須主動申請轉變為自然合法取得，

而且不再被視為外僑，這樣新產生的菲律賓公民一樣享有所有菲律賓人同等的權

利，如此一來大大提升了華人入籍的意願。 

除此之外，馬可仕更於 1976 年推出《外僑入籍法》，將無法納入《新國籍

法》的外僑再開闢一條可以入籍的道路。不但不再限制每年移入人口，還簡化申

請程序並且放寬申請資格，申請入籍者的年紀從 21 歲下修至 18 歲，只要具有基

礎的口說與讀寫的菲語能力以及足以維持本人或是家庭生活的合法收入即可，甚

至為了加速華人入籍的時程，可以成批申請讓總統親自批准以快速通過核可，這

些在在都顯示馬可仕要將這些外僑全數收編為菲律賓人的決心，而這樣相繼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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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案確實也收到了極大的效果50。從 1973 年頒布、1975 年執行，1986 年阿基

諾夫人成為暨馬可仕之後的總統允許非法入境華人合法化51，直到 1988 年大約

花了 13 年，完成華人入菲律賓籍的歸化問題。 

《新國籍法》、《外僑入籍法》讓外僑逐步成為菲律賓華人之後，接著則是

面對華校的改革問題。 

自 1899 年在馬尼拉開辦第一間華校開始，華校在菲律賓的角色皆是以「中

國教育的延續」作為教育指導方針，直到 1973 年規定原與中國政府共同督導的

華校必須改為菲律賓本國自行管理的「菲律賓私立學校」並給予 3 年的緩衝期，

於 1976 年新學年度開學後實施，長達近 80 年的華校教育從此有了巨大的轉變。

因此，下列表格將列出《華校菲化案》前後的差別。 

表 16：華校菲化案前後的華文教育比較表52 
內容 教育菲化前 教育菲化後 

學校體制 華僑主有的「僑民學校+菲律賓私立

學校」，同時接受菲律賓政府和中華

民國政府督導、管理，校園內唱中華

民國國歌及懸掛中華民國國旗，行政

上由華校董事會領導。 

菲籍華人主有的菲律賓私立學校，只

能接受菲律賓政府管理，校園內只能

插上菲律賓國旗及唱菲律賓國歌，行

政上由華校董事會領導。 

教育目標 傳承中華文化的華僑子弟。 培育具有中華文化氣質的菲律賓華

裔公民。 

教育對象 華僑子弟為主 菲籍華裔為主 

學制 雙重學制。華文學制： 
（12 年制，小學 6 年、中學 6 年）。 
菲律賓英文學制： 
（10 年制，小學 6 年、中學 4 年）。 

只採用一種學制，即菲律賓英文學制

（10 年制，小學 6 年、中學 4 年）。 

課程 小學：語文、社會科學、算數、勞作、

美術、音樂。 
華文課只能作為外國語課程教授，可

設華文一和華文二兩門課程，但禁止

                                                
50 洪玉華（1990：242）：「1975 年的集體歸化在菲華歷史上無疑是一個重要要的轉折點，它肯定

大大加速了華人融合進菲律賓大社會的進程。（1988 年 4 月 10 日）」 
51 莊國土、劉文正（2009：280）：「阿基諾夫人早在競選總統期間，她就提出『一但我當選，所

有菲律賓人，不管是提升的菲人還是歸化的菲人，將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並在 1988 年訪

華前夕，簽署了《非法外僑合法化》的第 324 號總統政令。」 
52 本表格參考范啟華 2008 年、章石芳 2011 年、陳玉菁 2011 年等整合而成，「語言」這項為筆

者增列，與「授課時數」一併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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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公民、國文、社會科學、數學、

自然科學、勞作、音樂、美術。 
在其他場合教授。 

時數 小學每周 800-870 分鐘； 
中學每周 900-1000 分鐘。 

幼兒園到大學，華文課每天不超過

100 分鐘，每周 600 分鐘。 
經交涉後得以延長為每天不超過 120
分鐘，每周至多 720 分鐘。 

語言 沒有特別硬性規定。多數華校是咱人

話為主，英語、菲語、普通語為輔。 
早期多是咱人話為主，英語、菲語、

普通語為輔。但近期內多以普通語為

主，咱人話、英語、菲語為輔。 

教材 1. 台灣或中國編印的教材 
2. 菲律賓當地編印的教材 

只能使用菲律賓當地編印的教材，考

試成績不再作為華校升學必要條件。 

師資 1. 來自台灣或中國的華僑 
2. 菲律賓當地的華僑或華人 

只能是菲律賓當地的華僑或華人。 

校名 可任意取名，沒有特別規定。 凡具有「中華」、「中國」字樣的中、

小學校必須改名。 

《華校菲化案》從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體制開始改革，華校已不是菲律賓的

化外之地，也不再只是傳承中國思想的校園，而是轉變成認同菲律賓為母國的私

立學校，並且除了法案規定教授「華語」53的時間以外，其他課程必須與菲律賓

中小學的 10 年制相同，其課程也不再像菲化之前具有多元性的課程，而是僅能

開設華文一和華文二，將華文課程簡化。其就讀華校的學生，隨著相關國籍法案

的實施以及《華校菲化案》的規定也從所謂的「外僑」、「華僑」成為菲律賓華人，

而華校校名若有「中華」、「中國」等字樣也必須改名。除了整體體制上的改變以

外，筆者認為最為嚴重影響到咱人話的生存空間在於「課程時間縮短」以及「教

學語言」這二項規定。 

如筆者於本章第一節所言，自 1899 年「中西學校」開設之初，即以咱人話

作為華校教學語言。直到英語加入教學語言時已是美國統治中後期，此時的英語

逐漸成為在菲律賓的通行語；1935 年菲律賓自治政府決議塔加祿語（Tagalog）

為國語，直到 1946 年菲律賓獨立才正式實施，是任何一種學制都應該學習的語

言；而漢語54則是直到 1993 年根據第二教學語言理論制訂《菲律賓中小學（十

                                                
53 華語，在這裡指的是早期菲律賓華人的語言即咱人話。即書面語為漢字，但解釋語言以咱人

話為主。詳見第一章第一節專有名詞簡介。 
54 中國官方語言為普通話，但對外的語言教學則稱為漢語，因此本文即以漢語作為中國普通話

在菲律賓華校教學時的稱呼。台灣的對外語言教學則稱為華語，但由於與菲律賓華語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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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華語教學大綱》才正式將漢語納入教學體制55，再於 2010 年成為菲律賓

所認可的外語選修課程。因此，由英語、塔加祿語、漢語的時間軸可知，其華校

教學語言主要皆是以咱人話為主，其他語言為輔。 

菲化案實施之前，小學每周有 800-870 分鐘、中學每周 900-1000 分鐘，並

且是屬於 12 年學制，若以中小學每周最低的教學時數作基礎，小學 6 年有 203,400

小時、中學 6 年有 259,200 小時，合計 462,600 小時。菲化之後，不論中小學，

若以規定每周 600 分鐘作基礎，並且是屬於 10 年學制，合計後僅有 288,000 小

時。其教授課程的時間僅僅是菲化之前的 62%。除了教學時數嚴重減少之外，由

於已作為外國語課程授課，因此不列入升學考試成績項目，其語言流失程度更加

嚴重，又規定師資僅能聘請菲律賓華人，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華人的語言程

度每況愈下。 

《華校菲化案》將華文授課時數壓縮，其華語考試又不列入升學考試，大

大降低了華校在菲律賓的功用，使得「華文、華校無用論」甚囂塵上（范啟華

2008 年；張詠涵，2009；章石芳，2011 年；陳玉菁 2011 年）。另一方面，咱人

話雖然目前仍是菲律賓華人社會主要的共通語言，但長期沒有受到法令上的保護，

即使是漢語也於 2010 年獲得菲律賓高等教育的外語選修課程之一，咱人話在華

校的教學語言地位將更加嚴峻。因此，除了外在環境的改變之下，就本節所陳列

的法案中，《華校菲化案》對咱人話的衝擊影響最大。 

這樣的語言現象反應在 Teresita Ang See 於 1995 年時對華校學生在家使用

的語言進行調查： 

表 17：Language Spoken at Home  

adress Filipino English Hokkien Mandarin Local Others No Answer Total 

Overall 43.7% 30.8% 12.2% 0.8% 10.4% 0.2% 2.0% 100% 

Metro Manila 47.7% 32.9% 13.8% 1.1% 3.7% 0.3% 0.5% 100% 

Provinces 24.7% 13.7% 6.8% 0.0 47.9% 0.0 6.8% 100% 

No Address 41.7% 38.3% 8.3% 0.0 6.7% 0.0 5.0% 100% 

17-21(age) 53.0% 29.6% 6.9% 0.7% 8.6% 0.3% 1.0% 100% 

                                                                                                                                       
有所衝突，因此一併以「漢語」稱呼「普通話、華語、國語」等相似名詞。 

55 章石芳（2011：90、159）：「1993 年華教中心招開菲律賓華校華語教學研討會，正式提出並編

制一套包括課本、教師用書、教學圖片、多媒體等在地的立體華語教材。」2010 年納為外國

語選修課程部分，參照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章石芳的文獻探討。 

 



 

64 
 

22-32 44.4% 32.4% 14.8% 1.9% 5.6% 0.0 0.9% 100% 

33-45 10.5% 36.8% 22.8% 0.0 24.6% 0.0 5.3% 100% 

46-Above 12.0% 16.0% 32.0% 0.0 28.0% 0.0 12.0% 100% 

No Age 31.3% 43.8% 25.0% 0.0 0.0 0.0 0.0 100% 

此表格（1997：52）所回收的問卷共計 510 份，其問卷成員皆是菲律賓華

人，而來自於華校的學生、公民組織、校友及家長協會（from schools,civic 

organizations,and alumni and parents associations），其中 80%來自大馬尼拉都會區，

20%來自外省地區。而這 510 份的成員，其中有 369 位是菲律賓人（natural born 

Filipino）佔了 72.3%；110 位是後來歸化為菲律賓人（naturalized Filipino）其比

例為 21.6%，主要這兩類的成員包辦了 93.9%的比例。 

該表格的數據極為豐富，得以呈現出許多菲律賓華人使用語言的狀況，就

以所列的四種語言分述之： 

1. Filipino 語：就地域性這個區塊，不論是否在首都或是在外省，其使用 Filipino

語多於英語也多於咱人話，只有在外省的部分使用當地語言會高於

使用 Filipino 語，這樣的語言現象將在本文第四章第二節有關語言

多樣化的部分詳細討論；而若是以年齡差異使用 Filipino 語的現象

則能得知，越是年輕的華人使用率越高。 

2.英語：不論是地域性或是年齡差異性，大部份都落在介於 Filipino 語與咱人話

之間，是個很穩定的語言現象。 

3.咱人話：以地域性而言，在首都區使用咱人話的比例是外省地區的一半，這部

分的原因是可以從華人的歷史背景得以了解，華人即使不再被西班牙

政府限制住居，但卻也已馬尼拉地區為主要居住地，約佔有 6 成的華

人人口數，其他的 4 成分散菲律賓各地（張詠涵，2009：19），因此若

以華人而言，咱人話亦是首都的語言。 

        以年齡差異而言，這份問卷調查的時間為 1995 年，約莫是執行《華校

菲化案》20 年後。新一代的年輕學生，其使用咱人話的比例大幅降低，

從 46 歲以上的 32%直直落到 17-21 歲的 6.9%，由此可見《華校菲化案》

授課時數減少至原先的 62%，大大衝擊了咱人話的語言使用。這是個

嚴重的警訊。 

4.漢語：不論是從地域性或是年齡差異性來探討，漢語的使用率幾近於 0。 

        也不論是否有《華校菲化案》的影響，其語言使用皆未超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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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庭使用的角度來看語言勢力的消長，最劇烈變化的年齡段落在 22-32

歲及 33-45 歲之間，咱人話原本是家庭的主要使用語言，卻在短短 20 年間被

Filipino 語所取代，而這個時間點正是《華校菲化案》的轉折之際，新一代的學

生所學習的體制已改變成菲律賓私校的英文制，在課堂上所能學習到的咱人話更

是大幅減少，導致 20 年即能讓家庭使用的語言產生劇烈的轉換。 

綜觀菲律賓獨立之後一系列的菲化案，對於華人最重要的莫過於是 1973 年

同時頒布的《新國籍法》及《華校菲化案》。自西班牙殖民時期以降，不是分化

華人就是排斥華人，甚至華人也認為他們是外僑本就不屬於菲律賓，但時代總會

改變，這些所謂的「外僑」因為種種原因對於入籍菲律賓有了正向的態度，而馬

可仕也在這樣的潮流之下，順利地的將這些「外僑」收編為菲律賓華人，成為菲

律賓少數民族之一。馬可仕解決了數百年來的「外僑問題」，華人也因為入籍菲

律賓而有了歸屬感，不再以「兩頭分居」（中國原鄉、菲律賓）循環不息的「理

想家族」為榮（施振民，1976：127）。 

也因為《華校菲化案》將華校定義為菲律賓的私立學校，不再只是傳播中

國文化傳統，這是讓華人對菲律賓更有認同感的催化劑，但卻也在改制的過程中，

大大減少了咱人話的使用時數，導致 1995 年 Teresita Ang See 研究的數據可以得

知《華校菲化案》對咱人話的影響。即使再過 16 年由章石芳於 2011 年針對華校

的學生對於普通話的相關研究裡也可顯示，咱人話仍然屬於第三語言（次於菲律

賓語及英語），但其使用比例以減少至 3 成以下，是個正在衰落的語言，而菲律

賓語已超過半數，完全體現了國家語言應有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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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掀起波瀾的「華語熱」 

西元 1912 年中華民國56成立後，隨即在隔年確立「國語」為北京話作為語

言基礎所制定的語言，1926 年傳入菲律賓華校逐漸成為教學語言之一，姑且不

論學習成效如何，中華民國對於海外的華語教學起步遠遠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真正掀起一陣波瀾的卻是在近年來中國經濟起飛後，形成一股「大國崛起」的

旋風，自 2004 年開始廣設「孔子學院」57，大力推廣簡體中文及全世界唯一認

可拼寫漢語的《漢語拼音方案》58，期望漢語不僅僅是全世界最多人口數的母語，

而是如同英語一般成為最多使用人口的國際語言。 

菲律賓政府也感受到這股「華語熱」旋風，因此在 2010 年 7 月 14 日菲律

賓議會第 194 號決議案通過，將漢語正式列為菲律賓高等教育語言選修課程；

2011 年 1 月菲律賓教育部則通過將漢語正式列為外語選修課程（章石芳，2011：

159）。菲律賓將漢語作為外來語，成為官方所認定的外語課程之一，菲律賓華人

則認為不論是漢語或是咱人話皆是華人的語言，而台灣華語/中國漢語一直以來

都是書面語的使用語言，因此也樂見漢語成為具有官方效力的外來語。但這也引

起華人社會裡對於「共通語」的一番論戰，究竟是要維持「漢語是書面語，咱人

話是生活共通語」的雙語並存模式，還是要改為「不論是書面語或是生活用語皆

為漢語」的單語模式。 

 

                                                
56 中華民國建立於 1912 年，此時的台灣正處於日本統治時期（1895-1945 年），與中華民國無關。

直至 1949 年國民政府戰敗遷都來臺，結束「中華民國在中國」（1912-1949 年）的統治時期。

1949 年之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延續其法理統治，但就台灣的地位而言，仍多所爭議，然這並非

本文所探究主要內容，因此就以現況而言，華語是台灣的官方語言。本文內只要提及有關於

中華民國的相關年代，1949 年所實施的相關華語法案皆是在中國所決策，1949 年之後至今則

是在台灣。 
57 陳建瑋（2014）：「2006 年，美國開始把中文納入大學先修課程，2012 年超過一萬名中學生報

考，目前全美共有超過 600 所大學開設專業中文課程、二千多所中學將中文列為選修。中國

自 2004 年起，在海外廣設「孔子學院」推廣簡體中文，截至 2012 年中國已在 120 個國家及

地區，設立了四百多所「孔子學院」及六百多所中小學孔子課堂；相較之下，台灣在海外僅

有 3 所台灣書院及 64 處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規模相差甚遠。韓國則有超過半數大學、約

200 所開設中文課程，在首爾以中文為第二外語的中學就有 196 所，此外，每年還有六萬多

人出國學中文。」參考《台灣光華雜誌》電子版。（2014.03.08 查詢） 
58 李宇明（2010：116）：「1977 年 9 月，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在雅典舉行，《漢語拼音

方案》被認定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標準。1982 年 8 月，國際標準化組織正式發出 ISO 
7098-1982《文獻工作－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漢語拼音方案》成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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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社會裡，不只「語言」產生論戰，使用「文字」的爭議也隨之而來。

中國推行的漢語使用的文字為簡體字59，台灣在海外所推行的華語則是使用繁體

字，造成菲律賓華人對於「語言、文字」的任意選用，這樣的反應第一時間即出

現在華校教學裡，造成教學使用語言與文字的混亂，直至現今仍爭論不休。而筆

者藉由 2010 年、2011 年前往菲律賓時，參訪華人相關社團，如學校、會館、教

會以及出版業等，再於 2015 年於菲律賓基督教靈惠學院任職一年，實際進入菲

律賓社會了解華人使用語言現況，也探討雙語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將於本節逐一

說明。 

 

（一）華校的語言使用現況 

華校自 1899 年開辦以來，皆使用咱人話作為教學語言，1926 年引進中華民

國的「華語」、1993 年引進中國的「漢語」，造成同樣都是「華族語言教學」，但

其內涵卻具有極大的落差。而最大的差異性，則具有下列 5 項： 

1. 要遵循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學體制？ 

2. 要以繁體字還是簡體字作教學文字？ 

3. 要以注音符號還是漢語羅馬拼音教學作拼音系統？ 

4. 要以咱人話還是漢語作教學語言？ 

5. 要以第一語言或是第二語言的方法作教學主軸？ 

首先，單單是第一個問題就足以讓華人爭論不休。孫中山能夠推翻滿清建

立中華民國，有很大的助力是來自於當時候的海外華僑，因此中華民國成立之際

即認定「華僑為革命之母」，也採取以血統主義兼併出生地主義60的國籍法讓華

僑自然擁有中華民國國籍，而華僑亦可選擇是否需要取得所居住地的國籍，而這

一類人成為擁有雙重國籍的族群。相反地，1949 年國共戰爭結束之後，「中國代

理人」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於 1955 年提出中國人民不應擁有雙重國籍，並

                                                
59 姚亞平（2006）提及 20 世紀 50 年代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確立精簡漢字筆畫以

利廣大中國人民。隨後 1956 年提出第一批簡體字表；1964 年中共國務院公告「簡化字總表」，

共 2,236 字。1976 年文革結束，1986 年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組成的「國家語言文字

工作委員會」，重新修訂簡化字總表，並頒布《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以此為正式版本，若有

缺漏則逐一修訂，通行至今。參照姚亞平（2006）。 
60 何蕙瑛（1979：7-9）：「我國國籍法第一章第一條第一、二款規定，（一）生時父為中國人者；

（二）生於父死後，其父死時為中國人者，均屬中華民國國籍。縱令僑居海外日久，其在僑

居地養育子子孫孫，也皆由於血統相傳的關係，永久保有我中華民國之固有國籍。但外人或

無國籍人出生於其國內而備有一定條件者，也能取得其國籍。」 

 



 

68 
 

鼓勵當地華僑入當地國籍。因此，對於海外華人而言，與孫中山共同推翻滿清以

及國籍法的認定，海外華人對於中華民國具有更多的好感61。即使 1949 年中國

改朝換代，但對於菲律賓華校的教學體制仍然效忠中華民國，直到 1975 年菲律

賓與中國建交，並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與中華民國斷交，華人也因此

考慮著其華校教學是否應該延續遵循中華民國體制。直到 1993 年菲律賓華人確

定將中國的漢語教學體制也納入華校教學體制裡，但因這屬於華人內部的教學選

擇，華校可以自行決定其使用華文教材，這也造成目前華校的華文教材混亂的主

要原因。 

第 2 點繁體字及簡體字的競爭以及第 3 點注音符號或是漢語拼音系統的競

爭，則是跟隨著第 1 點「遵循何種體制」有著連動關係。繁體字一直以來都是延

續傳統中華文化的文字，直到 1956 年中國提出簡體字方案以及 1982 年獲得國際

認可的漢語拼音系統，藉由正統中國代理人的身分推廣此套「簡體字+漢語拼音」

作為學習漢語的教學用字及教學拼音系統。時為英國統治時期的香港與葡萄牙統

治時期的澳門則因為分別於 1997 年及 1999 年回歸中國而未搭上順風車，因此目

前使用文字皆以繁體字為主。較為特殊的是新加坡於 1965 年建國時，以馬來語

為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並將華語納作為官方語言（Offical Language）

之一，其選用的文字即為簡體字，屬於自行選用漢字系統的國家。其他國家若與

中國建交，則隨著認同「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也跟著接受這套學習方案，也因

為如此菲律賓於 1975 年與中國建交之後，其教學系統也跟著產生變化。 

菲律賓自 1898 年成立第一間華校後，目前已擁有 100 多間的華校座落在各

地，其中三大華校為中正學院、僑中學院、靈惠學院皆位於大馬尼拉地區，目前

選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本文就以此三間華校作一教材選用上的簡介。 

a 中正學院：具有領頭羊地位的菲律賓中正學院是王泉笙62在 1939 年創辦，與中

國國民黨具有深厚淵源，因此中正學院長期使用中華民國的教學體制及教

學教材，但近年來卻有些許改變63。 

                                                
61 麥留芳（1985：31）：「在 1949 年以前，中共可以說對華僑問題毫無經驗，亦從未真正仰賴過

海外華人的力量去打內戰。中共是從國內奪得政權的，和孫中山先生在海外發動革命推翻滿

清政府大不相同。因此，在給予華僑的重視上，當然有霄壤之別。」 
62 李恩涵（2003：198）：「王泉笙為同盟會會員，後奉命赴菲辦理國民黨黨務，1939 年 6 月創辦

中正中學，現已發展為中正學院，為菲律賓華文學校之最高學府。」 
63 由於該校董事會理的董事密切與中國有生意上的往來，對於學校使用的教材也有了不同選擇，

甚至也接納了來自中國的志願者成為支援該校的海外華語教師，但耐人尋味的是，該校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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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僑中學院：1923 年創校至今，除了早期選用中華民國教材以外，至 1993 年漢

語教材也納入菲律賓華校教材的選用後，即以中國教材為使用範本。另一

主要原因則是其學生多來自中國內地，與前二間華校較為不同，因此不論

是選用教材或是海外華語教師皆以中國為主。 

c 菲律賓基督教靈惠學院：該校從 1950 年創校即選用台灣教材，目前仍然以繁

體字及注音符號系統作為教學方案。除了中學、小學必要的課程之外，該

校大學部選念中文相關科系的學生亦需唸滿 4 年的華語，學校也與台灣淡

江大學、中原大學、台東大學、長榮大學簽訂協議，每年會固定安排一段

時間由該校華文老師帶領大學部的學生來台灣學習華語。2009 年靈惠學

院更成為台灣僑委會在菲律賓的第一間華校海外華語教學示範點，可說是

與台灣有著密切連動關係的菲律賓華校。 

自 1993 年漢語教材進入菲律賓華校體制之後，各間華校擁有選擇教材的權

利，優點是二種教材因為競爭關係，編例教材的品質具有一定的水準，但缺點則

是華校教材的不統一，導致同為華校畢業的學生卻不會學到同樣的華語，甚至即

使是同一間學校但因為入學的年代不同其使用的教材也有所不同。若這段混亂期

間學成的學生輾轉進入華校擔任華文教師，並且進入華校裡教學，自然也教授當

初所習得的語文系統，如此循環下來，學校與教師之間的方案選擇也會產生不同，

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華校的學生。 

第 4 點教學語言上的選用。使用教學的語言是應該是菲律賓華人的母語－

咱人話為主還是以華人的共同語言－台灣華語/中國漢語為主？早期華人社會即

以咱人話作為生活用語，也是菲華社會裡公認的共通語，可以學以致用，因此毫

無疑問的一直以來皆是以咱人話作為教學語言。但近年來卻出現了強勢的漢語進

入菲華社會，並認為學習咱人話只能與當地華人溝通，若是能學習全世界華族的

共通語－漢語，則是和全世界華人溝通，相比之下應該以漢語為教學語言。不論

是咱人話或是漢語，各自皆擁有強悍的擁護者64，其主要的論述皆有其重要性，

                                                                                                                                       
不是完全地轉用漢語教材，目前正處於兩方拔河之間。因此雖名為「中正」看似與中華民國

有更相近的理念，卻也因時局而有所改變。 
64 咱人話與漢語的選用，各家學者具有不同的見解，但因為討論其使用語言的學者眾多，無法

逐一提及其論述，因此本文僅揀選一例作為舉例。 
   支持咱人話的言論有：如潘露莉（1996：48）：「我們需要靠福建話來保持華人風俗習慣和文

化，菲律賓華人社會之成為華人社會是因為他的語言－福建話（閩南話）。作為一個菲律賓華

人族群，我們必須要以學菲律賓華語（即福建閩南一帶和菲律賓的”混血語” －mesti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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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偏廢一方，但值得一提的是，認為使用咱人話教學會有疑慮的學者提出「閩

南話教學會造成學生在「讀音」及「字形」上混亂而對學生最終掌握普通話產生

不利的影響」（范啟華，2008：28），對閩南語教學有疑慮的部分，也反應在中正

學院退休校長邵建寅的訪談裡65。 

長期以來，菲律賓華校多採取「漢語是書面語，咱人話是生活共通語」的

教學模式，教授的課本是漢語，但解釋課文的語言卻是咱人話，主要就是因為咱

人話雖然是個完整的語言，但目前卻沒有一套完整的文字系統以作教學上的搭配，

這確實提及了咱人話在與漢語競爭時是最大的缺失。 

漢語語系裡除了官方語言─普通話以外，其他語言皆「有音無字」，這在全

世界強勢與弱勢語言之間亦是個極為不平等的「待遇」，但「只有官方語言才有

文字」這樣的觀念需要改變。更何況屬於閩南語一支的咱人話，自 1575 年菲律

賓出版的《華語韻編》或是 1800 年由中國閩南境內出版的黃謙《彙音妙悟》，或

是傳教士來華傳教所編定一系列的相關語言用書辭典，這些都是這個語言文字化

的表現，閩南語只是欠缺一套官方認定並具有公信力的文字系統66。 

除此之外，2003 年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與菲律

賓商聯總會（商總）簽訂「關於組織漢語教學志願者赴菲律賓華文學校任教協議

書」，中國從此之後每年固定派任志願者前往菲律賓教授漢語。而台灣直至 2007

年才派出首批替代役男前往華文學校服勤（廖宜瑤、夏誠華、張榮顯，2012：104）。

                                                                                                                                       
language）為優先。」 

   支持漢語的言論有章石芳（2011：7）：「華語及其方言的前景，在東南亞華人中將會越來越多

地掌握民族語和英語，對自己的語言來說，統一的華語是受歡迎的，還會不斷普及的，方言

的萎縮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可能在短期內消亡。」 
65 潘露莉訪問、林淑慧記錄（1996：250-251）：「在加強華語教學方面，培幼園是以閩南語教學

為主，輔以有限的華語，像老師早、老師好、老師再見等。到了小學說話課就比較有問題。

去年開始（1993）在小學一年級九班之中，有兩班在說話裡以閩南語為主，七班則用華語直

接教學，直到三年級再統一採用華語直接教學。…而閩南語教學也有它的困難，不只是語音，

還有解釋的問題，高深的不易學。所以教閩南話也只限於口語，何況世界上講華語的有 11 億

7 千萬人，講閩南語的只有 4,500 萬人，而會講閩南語的又多能說華語，因此那一個比較重要？

當然會多講一種語言是好的，落實閩南語教學，要從家庭開始，我曾建議宗聯開補習班，教

年輕的父母學閩南語，好在家裡教小孩，祖父、祖母也可以教，否則家裡人都用菲語交談，

學校再怎麼教也教不好。」 
66 目前僅有台灣台語有官方認可的相關政策。自 2006 年教育部通過「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

案」及 2007 年至 2009 年陸續公布台灣閩南語建議用字共 700 字。在咱人話還未有一套屬於

自己完整的文字系統前，或許可以先參照台灣的台語用字，以作教學上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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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協定，不僅僅幫助了菲律賓華校舒緩了華文師資的不足，也讓台灣與中國

展開華語教學的「海外市場」競爭，但對於教學語言而言，這些外來的華語師資

皆是以各自所認為的「華語、漢語」作為教學語言，若不是當地華人教授，咱人

話恐怕在這股外來師資的補強之中，勢必削弱了教學場域裡的使用空間。 

最後一點則是要以第一語言或是第二語言教學理論作為華文的教學方法，

這與第 4 點有著連動關係。若是選用咱人話作為教學語言，咱人話本就是菲律賓

華人的母語，自然就會選用第一語言教學法教授華文；若是選用漢語作為教學語

言，但漢語並不是菲華的母語，必須像是學習外來語一樣地來學漢語時，則會選

用第二語言教學法來教授漢語，其教學法則也會有所不同。 

「牽一髮而動全身」足以說明華校目前所遇到的 5 點困境，前 3 點因為牽

涉到體制的問題，因此選用文字及拼音則有著連動的關係；後 2 點則是因為教學

語言究竟是要用母語還是外來語，而引起的教學法選用上的困難。因此，本文雖

然將華校所遇到的困境列為 5 點，實則更能濃縮成 2 點差異性，「選用哪種體制？

以及選用哪種語言教學？」這些問題目前仍然無法完美處理，仍然是華校之間時

時刻刻所面臨的問題。 

 
（二）社團、會館的語言使用現況 

華人在海外成立社團、宗親會、會館等組織主要皆是為了聯繫華人之間的

情感，因此可以說是有華人的地方普遍就會存在這類的社團。華人在菲律賓第一

次大量成立社團的時間點是在菲律賓獨立之後，「有言皆排華，無案不菲化」的

政策排山倒海衝擊著華人，導致華人在這段菲化熱潮中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紛紛

成立社團集結力量對抗當時候的社會氛圍，這也造就了菲律賓華人是東南亞華人

比重極少的地區，但社團數卻遠遠高於其他東南亞華人社團67。 

華人社團裡又以商總（菲華商聯總會）為核心機構，可以說是與菲律賓政

府並行的「華人政府」（施振民，1976：120-121），但隨著馬可仕將「中國華僑」

轉變為「菲律賓華人」之後，其華人社團的宗旨、意義也必須跟著改變68，但其

                                                
67 洪玉華（2002：3）：「菲律賓各種各樣的華人社團估計有一千三、四百個。按性質分，主要有

商會、宗親會、同鄉會、結義社、消防會、文化團體、體育組織、校友會、級友會、聯誼組

織等類型。但是，這各種類型的社團，除了因其結社的根據在血緣、地緣、業緣、學緣以及

活動的特性而有所差別外，基本上都是一種社交性的組織。」 
68 吳文煥（2000：176）：「第一，其華人成員多數已是居住國的公民，從而其社團基本上是一個

居住國的民間團體或非政府組織。第二，制約和影響這些華人社團的，更主要的應是這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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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使用狀況仍保持著原有的狀態。 

由於菲律賓華人社團眾多，礙於參訪時間有限，筆者僅能簡列較具有指標

性的社團或其語言使用狀況作為參考範本。 

商總除了是屬於商業團體亦是菲華社團裡最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機構，因此

必須能熟悉使用各種語言，以面對各式人群。也有如政黨類型的「菲華文經總會」，

是中國國民黨位於菲律賓的總支部，其重要性不亞於隸屬在僑委會的「菲華文教

中心」，但這二個社團除了非正式場合以外能使用咱人話或其他語言，若是在正

式場合中則多以「國語」作為主要語言。 

另，菲律賓華人的祖籍多是來自泉州晉江，因此晉江同鄉會雖然晚至 1993

年才成立，但卻是華人社團裡最大的同鄉會，其重要程度僅次於商總，其語言使

用則是以自身祖籍的晉江話為主，亦是菲律賓咱人話主要的語言基礎之一。而

1935 年成立的「國風郎君社」則是屬於演奏南音69的社團，是一個以音樂、語言

為主要取向，泉州話是這個社團一切的基礎，也因此頻繁地其使用咱人話作為主

要語言。 

筆者參訪時間正逢中秋佳節，因此參與了當地「力行社」所舉辦的中秋聯

歡會，重頭戲在於「跋中秋（pua11 tiɔ33 tshiu55 ）」遊戲，該時令文化在台灣已流

失，中國近年來積極復振，卻廣泛流行於菲律賓華人各社團之間，各社團在中秋

節前後皆會主辦聯歡晚會，是聯繫華人情感間最好的潤滑劑，而「跋中秋」已有

330 年以上的歷史，其使用的語言亦是以咱人話為主70。 

除了當地華人的活動之外，對於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節日，華

人亦熱情參與。如台灣的「教師節」活動71或是「國慶日」72皆是各社團裡重要

                                                                                                                                       
團的所在國。前一點決定了華人社團在法理上的歸屬，後一點則影響和制約著華人社團的發

展。」 
69 蔡惠名、王桂蘭（2011）：「以古老泉州音來演唱，有固定的樂器，服飾及唱法，不論學習者

為何種方音的人，皆須以泉州音來演唱。」 
70 又稱為「跋狀元（pua11 tsio11 guan13）」、「跋餅（pua11 piã51）」、「跋彩（pua11 tshai51）」、「鬥四紅

（tau51 su51 h013）」。主要是以六顆骰子投擲為主，而擲出的變項再依古代科舉六科（狀元、

榜眼、探花、進士、舉人、秀才）依序排名並獲得不同的獎賞，全文請參考蔡惠名（2013）

〈「博中秋」在菲律賓、中國及台灣的現況初探〉。 
71 蔡惠名、王桂蘭（2011）：「各華校都會提前舉辦小型活動來慶祝教師節；09 月 28 日當天也一

定放假並有 300 至 500 peso 的禮金；各姓氏宗親會也會各自舉辦感謝教師的晚會。每年較為

特別的是，在中正學院舉辦教師節活動裡感謝執教 60 年、50 年、40 年、30 年、20 年及 10
年的教師們，50 年以上的更有豐厚的禮金以及我國僑委會委員長所贈送的牌匾。」 

72 筆者在菲律賓恰逢中華民國的「百年國慶」，因此受邀參與盛事。在菲律賓華人社會裡，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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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活動，筆者亦榮幸地參與其中。而這類活動皆屬於正式場合，因此多使用

漢語或是菲律賓語作為主要語言。 

最後則介紹菲律賓華人社團裡，屬於文教社團的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其成立於 1999 年，為華人施振民其妻子洪玉華所成立的。筆者前往參訪時，其

內部包含「華裔博物館」介紹關於華人在菲律賓的歷史、「施振民紀念圖書館」

珍藏許多東南亞華人等相關書籍藏書豐富，以及「華裔文化傳統中心」，其中不

但出版一系列相關菲律賓華人的書籍也成立華文週刊《融合》，英菲文半月刊《橋》

（TULAY），是集博物館、圖書館、出版業於一身的綜合型社團。 

綜上所述，僅僅是筆者在參訪過程中較為指標性意義的相關社團活躍在菲

律賓社會之中，但仍然有其他社團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逐漸凋零73，華人社團也

需要跟著時代有所進步，才能永續留存。 

  

  

                                                                                                                                       
是忙碌的季節，因為 10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10 月 10 則是中華民國國慶，華人紛

紛選擇各自所認同的「中國」參與當地所舉辦的慶典。 
73 吳文煥（2000：177）：「另一方面，所有的華人傳統社團，時下基本上已開始面臨青黃不接，

後繼無人的問題。傳統式的華人社團及其活動方式，不但失去了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而且

也越來越不適應新時代的華人社會的需要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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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及教師節皆屬於大節日， 

因此菲華各社團聯合舉辦。 

 
華裔博物館及內部圖書館一景。 

圖 6：位於中國城幾個華人社團的相關活動 

 
（三）教會的語言使用現況 

西班牙殖民菲律賓時期努力將「菲律賓天主教化」，而菲律賓也吸收外來宗

教致力於將「天主教菲律賓化」，將天主教調適成適合菲律賓人信仰的宗教。因

此，早期西班牙殖民時期的教會指的皆是天主教，而美國統治時期則帶進了基督

教（新教），因此其教會的語言使用狀況雖然有其延續性，但所指的「教會」定

義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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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文第一章第一節提及，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歷史文獻可以追溯至 1575 年

西班牙修士拉達（M. de. Rada）所編纂的《華語韻編》或翻譯為《中文詞語與習

得》（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雖然無法聽其聲卻也能觀其文得知

咱人話的使用歷史已超過 440 年，即使這過程中殖民政府轉換為美國或者菲律賓

獨立，咱人話目前仍然是華人教會做禮拜時所使用的語言之一。 

「菲律賓中華基督教會」創立美國統治中期的 1929 年，是菲律賓華人基督

教會規模最大的教會，筆者前往參訪時，菲律賓四種語言（Tagalog 語、英語、

咱人話及漢語）皆有，其內部所擺放的相關聖書有一區塊是以咱人話為主，主要

是進口中國廈門或是台灣基督教會的書籍，以做禮拜時所用，但也自行出版相關

聖歌、聖詩等相關書籍以利華人教會使用。 

靈惠學院為基督教體系的學校，筆者任職於靈惠學院時實際了解華校語言

使用狀況之際，亦參與了該校所舉辦的讀經班、教師團契、演講以及教會禮拜等

相關宗教活動，其使用語言皆是以咱人話為主、英語及華語為輔。 

禮拜時是以英語與咱人話雙語禮拜，除了聖經是用英語聖經或是來自中國

或台灣進口的漢語聖經以外，以咱人話訟唱的詩歌集更是自行編印出版，不但可

以得知在教會使用咱人話的頻繁程度，亦能從詩集裡的教會羅馬字拼音系統得知

其使用的咱人話是偏泉系的語言。 

如《靈歌集 1》詩歌第 1 首〈但願我有千萬口（喙）舌〉（Tān goān goá ū 

chheng-bān chhuì-chı̍h）裡面的歌詞： 

「好（親）   像   音  樂  進  入 耳 中； 

 chhin     chhiū  im-ga̍k chìn jı̍p hī-tiong 

重  罪  的  人   寶 血   洗   清； 

tāng-choē  ê  lâng  pó-huih  soé-chheng」 

此類的字，耳/ hī /、血/ huih /、洗/ soé /的讀音皆是泉州話的特色74，保留

在詩歌的文獻中。另外，在大馬尼拉地區的華人教會裡，牧師會固定的幾間教會

裡巡迴帶領作禮拜，而英語與咱人話雙語並用的禮拜模式亦在華人教會裡形成固

定的語言模式。 

                                                
74 詳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咱人話的語音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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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菲律賓中華基督教會及靈惠教會一景及出版的詩歌書目 

 

（四）出版業的語言使用現況 

在菲律賓創辦第一間華校是在美國統治初期，西元 1899 年；創辦一份華文

報卻比這時間還要再提前，是西班牙殖民最後 10 年間，西元 1888 年創辦《華報》。

但當時華人識字率不高，且不流行於華人社會，更無經費上的收入，因此即使隔

年改名為《岷報》也無法躲掉倒閉的命運（趙振祥，2008：65）。但這卻也開啟

了華人在菲律賓辦華文報紙的盼望。 

1898 年美國取代了西班牙在菲律賓的地位，也帶來了新的氣象。菲律賓人

在美國既有政策之下獲得最大的自由，而華人的部分，雖然嚴格禁止外來華工再

入境，卻也讓既存在菲律賓的華人有著絕對的自由，華校、華報設立最多的時間

點皆落在美國統治時期75。直到菲律賓獨立之後，因為一系列的菲化運動，讓華

                                                
75 吳文煥（1990:250）：「大批華文報的出現（從 1899 年至 1942 年暨先後出現 21 家華文報）及

大量華文學校的設立（在這段期間全菲設立華文學校多達 120 間），也都是美統時期的產物。

美國執行排華法案，存在著排華反華情緒的同時，卻放手讓菲律賓華人的民族意識充分的發

展。他限制及害怕華工入境，卻不怕及允許華人的民族意識不加限制的自由發展。顯然，美

國並不感到華人發展其民族意識對他存在著什麼威脅。(1987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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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感恐慌，除了社團紛紛設立以團結捍衛自身權益之外，在獨立之後也成立了

許多華文報紙76，以宣揚華人傳統精神與文化。 

因此，美國統治中期為第一批大量成立華文報的時刻，獨立初期則是第二

批，但隨著時代演變，華文報社起起落落是無法避免的事，目前菲律賓五大華文

報分別為《世界日報》、《商報》、《聯合日報》、《菲華日報》及《菲律賓華報》，

下列表格作簡單的介紹。 

表 18：菲律賓華文五大報77 

名稱 創立 簡介 

華僑商報 1919 年 因為華僑已入籍菲律賓成為華人，於 1986 年改名為

《商報》，為最早創立的華文報。電子版有繁體字與

簡體字二版。 

聯合日報 1973 年 原為國民黨體系的《公理報》與《大中華日報》於戒

嚴期間合併成為《聯合日報》出版，成為戒嚴時期唯

一可流通於社會的華報，其政治立場較為親台。 

世界日報 1981 年 收購《東方日報》，在其基礎上於泰國曼谷創刊，目

前為菲律賓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約為兩萬份。電子

版為繁體字。 

菲華日報/ 

菲華時報 

1983 年 創辦時名為菲華時報後改為菲華日報。為馬可仕執政

期間創辦，與菲律賓政府關係友好，但也因為馬可仕

下台而沒落。 

菲律賓華報 2007 年 及其電子版《菲律賓華報網》，首次使用橫排簡體漢

字排版，其政治立場偏向中國。 

華人自從入籍菲律賓之後，除了只是使用語言上的差別外，認同華文報

的族群也擴展至整個菲律賓社會，也因為這五大華文報具有固定的讀者群，因

此在近年來開放華人參政或是菲律賓人參選之際，也會跟著注重這類華文報的

宣傳，這對華文報在菲律賓社會具有穩固的基礎。 

除了報業以外，關於華文書店則顯得沒落，筆者前往中國城內參訪幾間

華文書店，但目前能足夠具有「規模」的僅有新設立的新華書局，是中國官方

                                                
76 章石芳（2011：35）：「1954 年為因應菲化政策，加強灌輸青年一代的民族意識，《華僑導報》、

《民族日報》、《僑聲日報》等華報相繼創立。」 
77 此表格參考趙振祥（2008）、辛廣偉（2010）、朱東芹（2011）、章石芳（2011）等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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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的書局，台灣沒有在菲律賓開設書店，其華文書局的市場早已呈現衰微的

趨勢78，有鑑於此，2002 年時菲律賓首富陳永裁開設了目前規模最大的華文圖

書館「陳延奎紀念圖書館」，比菲律賓華裔青年會的「施振民紀念圖書館」規

模更大。 

由上所述，書面語一直以來皆是以台灣華語/中國漢語為主，因此咱人話

在出版業裡是明顯的趨於劣勢。在菲律賓歷史上亦無出現過以咱人話作為主要

使用語言的相關報業，這也足以說明咱人話仍以主要生活用語的方式生存在菲

律賓華人社會之中。 

   

圖 8：位於中國城裡的世界報社、聯合日報與新華書店  

 自華校、社團/會館、教會及最後的出版業逐一討論漢語進入菲律賓之後，

對於咱人話所造成的影響。華校原使用咱人話作為教學語言，但近年來因為漢語

的強勢進入，導致華校目前選用語言上的混亂，呈現拉鋸狀態。社團或會館多為

使用咱人話的場合，但若是較為正式的場合則可能使用漢語或是菲律賓的官方語

言。教會廣泛使用咱人話與英語雙語並用作禮拜，也使用咱人話的聖歌或聖詩。

出版業則是最少使用咱人話的區塊，即使漢語沒有強襲進入菲律賓，這一部分仍

然是咱人話最為弱勢的部分。 

自 1975 年菲律賓與中國建交之後，華人在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

化認同中游移，而「華語熱」進入華人圈之後，也影響了語言上的選用。這些都

是足以影響咱人話在菲律賓的生存空間。 

 

 

 

 
                                                
78 辛廣偉（2010）：「菲律賓的華文書點主要集中在馬尼拉，但普遍生存艱難。馬尼拉以南美、

新疆、 新世紀、縱橫書店等幾加中文書店，普遍問題是規模小，書籍數量有限，經營舉步維

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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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所提及的時程自 1898 年美國接管菲律賓至 1976 年馬可仕完成《外僑

入籍法》，在這近 80 年間對於華人提出許多針對性的法案，但影響咱人話的法案

相比之下雖然較少，但卻足以改變咱人話在菲律賓的使用程度。 

首先，1921 年提出的《西文簿記法》明文必須以英語、西班牙語及塔加祿

（Tagalog）語作為記帳用字，間接表示禁止華人使用漢字記帳，這導致原本還

活躍於書面語的咱人話，因為這個法案而改變了華人使用文字上的選擇。造成咱

人話失去廣泛使用在華人社會的舞台，書面語的完整度更加缺乏，僅剩下口語的

部分作為菲律賓華人社會的共通語。 

其次，1973 年馬可仕提出的《華校菲化案》全面將華校改制為隸屬於菲律

賓的私立學校以及大幅度減少華語教學的課程，教授華語的時數僅僅是菲化案前

的 6 成。在 1921 年《西文簿記法》之後已減少咱人話在書面語的使用；1973 年

的《華校菲化案》又再減少學習咱人話的時數，導致新一代華人對於咱人話的掌

握度下降。 

最後，1975 年菲律賓與中國建交，菲律賓華人於 1993 年將漢語納入教學語

言之一，2010 年菲律賓政府更將漢語納為外國語選修課程之一，成為具有官方

認可的外語，華校認為漢語已是菲律賓政府所認可的外語，因此在教學語言選用

上更是趨向以漢語作為教學語言，這一系列的「華語熱」影響了咱人話在華人社

交圈裡的使用場合79，除了出版業本就以書面語為主，其他華人社團都或多或少

加入了漢語成為雙語並用的現象。 

自西元 1575 年留下文獻記錄之後，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活躍程度附屬在華人

的生活裡，是華人主要的使用語言，但近百年來隨著一項項法案的提出以及同為

漢語系的漢語與咱人話在使用領域上的競爭，要如何保衛咱人話繼續在菲律賓的

語言使用及語言活力，是目前菲律賓華人社會裡急需面對的事。 

 
 
 
 

                                                
79 章石芳（2011：129）：「菲律賓華社的社團活動較之過去清一色的閩南話使用，普通話日益贏

得較高的使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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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樣貌 
以往，論及菲律賓閩南語時多是以簡述的方式介紹當地的語言，例如當地

語言是泉州話或者是以華人組成人口的方式一併說明，如： 

1. 陳苗主編（1994：1,366）：「特別是菲律賓，華人社會中晉江僑民居大

多數，他們當中仍保持著純正的晉江口音。」 

2. 林再復（1996：452-453）：「閩籍的佔百分九十，其中泉州府屬的就佔

十分之九，尤以晉江縣的居多，漳州府屬的很少，來自福州、

莆田、永定的更是絕少。」 

3. 李如龍（2000：4）：「在泰國和菲律賓，同一個方言母語的人聚居的仍

多，華文學校還允許存在，族外通婚也較少，所以泰國的潮州

話和菲律賓的泉州話還保存得相當完整。」 

如上所述，多半是以籠統的方式簡單介紹咱人話，從未仔細了解咱人話在

地化後的改變。況且咱人話的組成雖然是以晉江話為主要底層，但內部仍有其他

泉州系的語言同時在菲律賓交融，再加上菲律賓當地的 Tagalog 語以及殖民國所

留下的西班牙語及英語，這些外在的環境足以影響一個語言的面貌，在地化後的

咱人話絕對有別於中國原鄉的閩南語。 

語言記錄或許算不上是語言復振的模式，不過卻是語言復振的基礎工作（張

學謙，2011：27）。探討某語言保存時，多半聚焦在語言認同、語言規劃等政策

面的討論，但最基礎的語言記錄卻鮮少被一併提及，有鑑於此，本文就時間軸而

言，第三章為咱人話的過去；本章為咱人話的語言現況，第五章以問卷調查討論

咱人話在菲律賓的語言使用狀況；第六章為咱人話的未來。 

本章節以四個面向討論咱人話。首先是語言內部的情況，包含語音系統、

語音特點以及其變調方式等基礎面貌；其次則是討論語言外部的情況，包含咱人

話所接觸到的當地語言所產生的詞彙和音韻上的改變，再者討論馬尼拉王彬街的

商業招牌，咱人話所呈現的狀態以及咱人話在地化之後又與中國原鄉的晉江話、

泉州話和同為移民社會的台灣鹿港話在語音、詞彙上的差異。將此二面向綜合討

論，全盤性地了解咱人話的語言特色為何，以確立咱人話的語言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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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咱人話的語音系統簡介 

（一）咱人話的聲母 

咱人話有 p、p、b/m、t、t、 l/n、ts、ts、s、k、k、g/、h、

等 17 個聲母，14 個音位，其中/m-,n-, -/跟/b-,l-,g-/為互補關係、而/dz-/

與/l-/合流，凡是《彙音妙悟》「入」母的例字，咱人話都唸成/l-/；如

「寫字」sia13 li51，「日晝」 lit1 tau51。 

 

（二）咱人話的韻母 

咱人話的主要元音有/a、o、e、i、u、 、0、ə/ 8 個，與晉江話的 6 個

主要元音相比，多出了展唇後高元音/ /80及中央元音/ ə /，有/i、u/2 個介

音，/i、u、m、p、n、t、 、k、 / 9 個韻尾，排列如下：   

1.陰聲韻 
（1）開口韻母：11 

a：阿爸 e：飛馬 0：五姑 ã：橄欖 

D：喔 ai：台海 au：走狗 o：桃高 

ə：蝌腦 ãi：擺耐 ãu：（kãu）擬聲詞 
 
（2）齊齒韻母：10 

i：四字 ia：夜車 iu：幼秀 iau：僑條 

ĩ：青暝 iã：命疼 iũ：薑場 iãu：貓擽 

io：廟尿 iə：偶藕   

 
 
 

                                                
80 謝國平（2002：76-77）：「有關所謂國音的空韻（帀），通常很多人都說是舌尖元音/3/

（在ㄗ，ㄘ，ㄙ後面），或/ ʅ /（在ㄓ，ㄔ，ㄕ，ㄖ後面），但以純粹音值為觀點，將

/帀/的音值定為展唇後高母音//，這種作法主要的好處，是符合語音現實。至於在ㄗ，

ㄘ，ㄙ之後具有舌尖的音值/3/以及在ㄓ，ㄔ，ㄕ，ㄖ之後具有捲舌音值/ ʅ /，只是子

音本身的特性而已， （即空韻/帀/）與其相鄰，自然受到同化（assimilate）而多少

帶有這兩種特性，但其本質最大的特性，即舌後抬升接近軟顎及 velarization 卻從未

消失過。因此，從語音學上看來，國語的空韻（帀）音值應該是//。」本文所列的

//元音，其發音即類似於華語的/ㄙ/，因此記作//，這亦是泉州話的主要元音之一。

有的學者認為在同一語言裡會將//跟//認作是無變異作用，因此通記為//，但作者認為咱人

話的該元音是//，且本文又與其他閩南方言作比較，鹿港話的元音有//，因此為了避免混淆

認為//及//沒有差別，本文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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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口韻母：9 
u：牛母 ui：喙水 ua：沙蔡  uai：乖拐 

ue：畫花 ：資詞 uĩ：前指 uã：半看 

uãi：芄     

 
2.陽聲韻 
（1）雙唇鼻音韻尾：4 

am：暗探 əm：蔘 im：深沉 iam：鹹炎 

 
（2）舌尖鼻音韻尾：5 

an：陳咱 in：面神 un：文軍 ian：緣現 

uan：灣觀    

 
（3）舌根鼻音韻尾：6 

a：紅銅 ia：蘋腸 0：講黨 i0：中獎 

i：名情 ua：風辣   

 
3.入聲韻 
（1）雙唇塞音韻尾：3 

ip：級濕 ap：十汁 iap：澀蝶  

 
（2）舌尖塞音韻尾：5 

it：七日 at：力漆 ut：骨窟 uat：潑 

iat：孽結    

 
（3）舌根塞音韻尾：5 

ak：北角 iak：綠色 0k：毒國 i0k：俗陸 

ãk：肉    

 
（4）喉塞音韻尾：20 

a：扑佮 ia：壁食 ua：熱煞 0：挖膜 

o：落桌 io：石略 e：白冊 ue：八節 

i：鐵舌 ui：血 u：欶揬 iu：搐 

au：藃颮 ã：凹 iã：挔 D：ⷃ 

ĩ：物捏 ãu：（hãu） ãi：（hãi） uãi：（huãi） 
 
（5）聲化韻：2 

e：光床 |：姆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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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前文所述，咱人話的語言組成多以晉江話為底層，因此將晉江話的

語音系統呈現如下，以作比較81： 

（1）元音韻：16 

a、e、u、0、o、i、io、ua、ui、ia、iu、ai、uai、au、iau、ue 

 

（2）鼻音韻：17 

am、iam、əm、im、an、ian、uan、in、un、a、ia、ua、0、i0、e、i、| 

 

（3）鼻化韻：11 

ã、iã、uã、D、ĩ、uĩ、iũ、ãi、uãi、iãu、ãu 

 

（4）塞音韻尾：36 

ap、iap、ip、it、ut、at、iat、uat、ak、iak、0k、i0k、a、ia、ua、0、o、

io、e、ue、i、ui、u、iu、au、ã、iã、D、ĩ、ãu、ãi、uãi、iau、

uĩ、ũ、iãu 

咱人話韻母與晉江話同為 80 韻，但其組成模式有些許不同，其中咱人話的

舒聲韻有 47 韻、促聲韻有 33 韻。與晉江話的韻母比較可得知，咱人話少了晉

江話的/iau/、/uĩ/、/ũ/、/iãu/ 4 個塞音韻尾，但多了 3 個/ə/、//、/ə/元音韻

以及鼻化韻/ãk/，共 4 韻。 

特殊韻類及標調說明： 

1、 /ə/、/o/、/0/在咱人話有語音對立，不能算是無定分音，有些/o/的韻字發音部

位往前挪移，唸成/ə/且穩定使用，如：「蝌蚪」kə33 tiə55，但若以此三元音

相比/ə/的使用例字較少，僅有 5 例，可能是因為這在原有的語言底層裡並未

有此元音，其他的相關例字仍然以/o/與/0/為主。 

2、 / iq、ik/ 有明顯的過渡音[]，如「靈芝」li11 tsi33，本文略去不寫。 

3、 / ian、iat/ 的音值接近[ien、iet]，有時也會唸成[en、et]，如：「蟮蟲」sian11 la13。

可以將[ien、iet]、[en、et]看作是無定分音，為求音類歸納的考量，本文仍記

為/ ian、iat/。 

4、 / ?、e /是鼻音自成音節，只出現在韻母，如：「阿姆」a33 ?55、「煮飯」tsi13 

pe51。其中/|/只拼聲母 h-、-，/e/可拼聲母 p-、m-、t-、t-、n-、ts-、ts-、
                                                
81 參考陳苗主編；庄維坤副主編，1994，《晉江市志(下)》頁 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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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k-、h-。但是在和聲母 p-、m-、t-、t-、n-、ts-、ts-、s-、k-、k-

和韻母/e/相拼時，中間會有一個過渡音[]，如：「穿針」tse33 tsam33 本文

略去不寫。 

5、 //是咱人話在晉江話的語言底層之上新增的元音，這元音在泉州話的元音

韻母裡與晉江話的/i/具有相同的語言功能應屬對立，但卻出現在咱人話裡，

如：「歷史」liak1 s55，不過其使用例字不算多數，約莫十餘例。 

6、 /ãk/是咱人話額外新增的舌根塞音韻尾，不論是泉州話、晉江話皆無此韻字。

但在咱人話卻穩定地使用在「肉」該字上，如「肉色」mãk5 siak5、「肥肉」

pui11 mãk5，但有時也會出現/ã/韻，如「肉丸」mã 5 uan13 肉圓。這有可

能是因為閩南語的 [b-/m-]不分再加上 [-/-k]發音部位相似所組合而成

的韻字，是有別於其他閩南語。而/ak/的韻類也出現在其他的閩南語裡，

如馬來語借入閩南語的「肉」，但唸成/bak/82，雖然有所不同，但「肉」

的韻類皆是唸成/ak/或/ ãk /，因此咱人話的這類韻字也是有跡可循。  

 

（三）咱人話的聲調 

本文將中國晉江話、泉州話以及台灣的鹿港話與咱人話作聲調 83上的比

較，主要原因是咱人話的語言底層為晉江話，又咱人話的元音包含了泉州

話的//，可見咱人話其語音系統已有泉州話的因子，因此中國原鄉的閩南

語以此二語為主。歸納咱人話的聲調系統之後發現與台灣彰化鹿港的閩南

語變調方式有所接近，洪惟仁與張屏生皆對鹿港話進行調查，但其標記的

調值有所不同，因此一併討論，下列表格為各語言的聲調比對（「>」之後

表變調）：  

 

 
                                                
82 周凱琴（2010：55）：「在馬來西亞的馬來語裡借入漢語借詞「肉」相關詞彙則是唸為

/bak/（豬肉）、/bakcang/（肉粽）、 /bakmi/（肉麵）。」有趣的是，馬來西亞的華人多

唸為 /ba/，但馬來語借入該詞彙之後，「肉」唸為 /bak/，雙語接觸後其發音的韻類也

有所改變。或許咱人話在菲律賓與其他語言接觸，將原本的 /ba/唸為 /bak/→ /mãk/，

而新增 /ãk/有別於閩南語的韻類。 
83 林燾、王理嘉（2008：152）：「根據聲調的有無可以把世界上的語言分為聲調語言和非聲調語

言兩大類。所謂非聲調語言，當然並不是音節沒有高低升降的音高變化，只是這種變化只能

起改變語氣的作用，並不能區別意義。世界上有許多語言是聲調語言。漢藏語系語言最突出

的一個特點就是有聲調。南亞語系的越南語和南島語系的菲律賓他加祿語也都是有聲調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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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咱人話與三語聲調比較表  

調類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喉陰入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喉陽入  

數字  1 2 3 4 4 5 6 7 8 8 

咱人話  33>33 55 > 35 51 > 55 

   >11 

5 > 5 5 > 5 13 >11 33> 33 

   >11 

 51 >55 

   >11 

35 > 1 

 

35 > 11 

 

泉州話  33> 33 55 > 24 41 > 55 

  >22 

5> 24 5 > 5 24 >22 22>22 41>55 

  >22 

24 > 22 24 > 22 

晉江話  33> 33 55> 24 41 > 55 

  >22 

5> 34 5 > 5 24 >22 55>22 41>55 

  >22 

34> 22 34> 34 

鹿港話

(張) 

33> 33 55 > 35 21> 51 

  >53 

5 > 5 5 > 5 13 >11 33 >11 31 > 11 13 > 1 13 > 1 

鹿港話  

(洪)84 

33> 33 55 > 35 31> 54 5 > 5 5 > 5 24 > 22 33 > 22 31> 22 35 > 2 

>22 

35 > 2 

>22 

1. 咱人話的基本聲調 

(1) 陰平調的調值是/33/，本調與變調調值相同，這其他各語唸法相同。  

(2) 陰上調的調值是/55/，與其他各語唸法相同，變調調值分別為/13/或/35/，

音值雖有不同，但音位上並未影響。   

(3) 陰去調的調值是 /51/，與其他各語音值上有些許不同，但皆為降調。

在語流之中亦有 /53/或 /31/的調值，但音位上沒有差異，仍以 /51/作代

表。變調後的調值，咱人話則較接近泉州話及晉江話，變為低平調的

例字較少。如下 85：  

陰去調[51→55] 陰去調[51→11] 

破病  pua55 pĩ51 肺炎  hui11 iam13 

秤錘  tsin55 tui13 氣力  kui11 lat5 

臭殕味  tsau55 pu13 bi51 屜櫃 tua11 kui51 

                                                
84 參考張屏生(2007A：12)所列 1989 年的材料，另外洪惟仁於 1992 年《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

計畫第三年期--台灣中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的〈鹿港方言標本〉頁 6 又將陽入調分

得更仔細，「陽入」為 23>1 及「喉陽入」為 23>11，與筆者調查的咱人話有相同的語音

現象。 
85 討論咱人話的基本聲調裡，陰去調、陰入調、陽上調、陽去調及陽入調皆會列舉詞彙作聲調

說明，但由於詞彙較多，因此在各調類裡的各聲調中皆舉 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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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墓  sau55 b051 破衫  pua11 sP33 

算盤  se55 puP13 趁食  tan11 tsia 35 

  

(4) 陰入調的調值是/5/，與其他各語唸法相同，但變調後的調值，咱人話

則較接近鹿港話。不論是陰入調或是喉陰入調，其變調後皆為/5/。舉

例如下：  

陰入調[5→5] 喉陰入調[5→5] 

乞食  k it5 tsiaw35 夾菜  gue 5 ts  51 

失傳  sit5 tuan13 拍破  paw5 pua51 

捌字  pat5 li51 客氣  kew5 ki55 

肉色  mãk5 siak5 煞尾囝  sua 5 be13  kã33 

鉛筆拭  iam11 pit5 tsit5 潑雨  puaw5 h033 

  

(5) 陽平調的調值是/13/，變調時會變為低平調/11/，與其他各語唸法相同，變調

後的調值有/11/或/22/，音值雖有不同，但音位上並未影響。 

 

(6) 陽上調的調值是 /33/，與泉州話的變調方式相同。其他各語則皆變為

低調，但咱人話似乎也有此種趨勢，有些例字也變調為/11/混入陽去調，

但目前這類例字不算多數，舉例如下：  

陽上調[33→33] 陽上調[33→11] 

奶喙  lin33 tsui51 丈人  tiũ11 la13 

厚衫  kau33 sP33 冗冗  li0q11 liq33 

咬喙  ka33 tsui51 雨鞋  h011 ue13 

犯法  huan33 huat5 老人  lau11 laq13 

耳鉤  hi33 kau55 雞卵糕  kue33 ne11 kə33 

 

(7) 陽去調的調值是/51/，與其他各語相同，皆為降調。在語流之中亦有/53/

或/31/的調值，但音位上沒有差異，仍以/51/作代表。但變調後的調值

與泉州話及晉江話較為接近，有/55/(有時唸 /33/)與/11/的差異。但變調

後為高調的例字較少，以變為低調為多數，越趨接近鹿港話陽去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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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調規則。  

陽去聲[51→55.33] 陽去聲[51→11] 

漏水  lau55 tsui55 字典  li11 tian55 

關帝爺  kuan33 te55 ia13 面色  bin11 siak5 

相合  sã55 kap5 舊衫  ku11 sã33 

大大  tua33 tua51 大捗母  tua11 p033 bu55 

病厝 pĩ33 tsu11 校長  hau11 tiũ55 

     

(8) 陽入調的調值為/35/，與各其他語言相同，皆為升調。但變調後陽入聲多為低

短促調/1/，而喉陽入聲則多變為低平調/11/。與洪惟仁所記錄的鹿港話變調較

為相似，舉例如下： 

陽入聲[35→1] 喉陽入聲[35→11] 

日晝  lit1 tau51 白衫  pe11 sP33 

目針 bak1 tsam33 石頭 tsio11 tau13 

實力  sit1 liak35 舌仔  tsi11 a55 

默哀  biak1 ai33 物件  me11 kiP33 

十祉 tsap1 tsi55 學堂  o11 te13 

綜上所述，咱人話的陰平調與陽上調混同，而去聲本調、變調相同，因

此共有 6 聲。但變調的部分較為混亂，其中陽上調有些例字在變調後已逐漸與陽

去調調值混同；而陰陽去聲在變調之後有逐漸區分的趨勢，陰去聲多變調為高平

調，陽去聲多變調為低平調，由此可見咱人話在變調後的調值較為複雜，陽上聲、

去聲及陽入聲各自皆有 2 種變調方式。 

但若以咱人話變調模式的角度來探討則又可以歸納出 2 項特點： 

1. 除了平聲及陰上聲與其他各語相同以外，陽上聲及去聲的變調方式較接

近泉州話及晉江話的模式。 

2. 不論是陰陽入聲或是喉陰陽入聲則比較接近鹿港的變調模式。 

咱人話是以晉江話為語言底層的閩南語，自然富含晉江話本身具有的

特點，加上泉州話在菲律賓亦有一定的影響力，使得咱人話的元音、韻母

以及變調模式參雜了些許泉州話的蹤影。除此之外，菲律賓咱人話與台灣

鹿港話有著相似的背景，其入聲調變調與台灣鹿港話變調模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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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但說明了咱人話在本質上保留了晉江話的語音特色，也將菲律賓

各閩南語融合之後，發展出來的變調模式，已異於晉江話。由此可見，雖

然咱人話為泉腔系的語言底層，但卻不能僅以與原鄉的泉州話極為相近而

簡略帶過，咱人話已是多元混合之後的獨立個體。  

 

2. 連讀變調86 

漢語除了是有聲調的語言之外，閩南語的變調規則更是語言特色之一。

上文已列出咱人話的基本聲調及變調後的調值，但上述僅有 5 聲調再各自

分別列出詞彙表格，無法清楚顯見咱人話的變調的變化，因此在此小段將

咱人話的聲調逐一排列組合，排列出各單字調的本調與變調方式，共計 80

詞，以更清楚呈現咱人話的聲調變化。  

表 20：咱人話聲調變調表  

 陰平  

33 

陰上  

55 

陰去  

51 

陰入  

5 

陽平  

13 

陽上  

33 

陽去  

51 

陽入  

35 

陰平  

33 

西  瓜 

se33 kue33 

新  米 

sin55 bi55 

花   菜 

hue55 tsai51 

烏   色 

033 siak5 

新   鞋 

sin33 ue13 

風   雨 

hua33 h033 

烏    豆 

 033  tau51 

三   月 

sã33 ge35 

陰上  

55 

媠  衫 

sui13  sã33 

洗   米 

sue13 bi 55 

蕹   菜 

i 55 tsai51 

紫   色 

tsi13 siak5 

以    前 

i13  tsuĩ13 

小    雨 

 sio13  h033 

敏    豆 

bin13 tau51 

九    月 

kau13 ge35 

陰去  

51 

菜    心  

tsai55 sim33 

喙    䫌 

tsui55pue55 

芥    菜  

kua55 tsai51 

退   色 

tue55 siak35 

菜     頭 

tsai55 tau13 

細    雨 

sue55 h033 

菜    市 

tsai53 tsi51 

四   月 

si55 ge35 

陰入  

p.t.k 

 

5 

熨   衫 

ut5  sP33 

竹     筍

tiak5 sun55 

福    氣 

h0k5  ki51 

漆    色 

tsat5 siak5 

曲    盤 

khiak5 puã13 

沃    雨 

ak5 h033 

捌    字 

pat5  li51 

僫  食 

o5  tsia35 

借    衫 

tsio 5 sã33 

借    米 

tsio 5 bi55 

借    厝 

tsio 5 tsu51 

肉   色 

mãk5 siak5 

歇   寒 

hio 5 kuã13 

潑   雨 

pua5 h033 

肉    豆 

mãk5 tau51 

八    月 

pue 5 ge35 

陽平  

13 

紅   衫 

a 11  sP33 

危   險 

gui11hiam55 

芹    菜 

kun11tsai51 

臺    北 

tai11 pak5 

楊   桃 

ĩu11 
 to13 

淋   雨 

lam11 h033 

塗  豆 

t033 tau51 

柴   屐 

tsa11 kia 35 

陽上  

33 

雨   衫 

h011  sã33 

有   米 

u11  bi55 

有    菜 

u11 tsai51 

有    色 

u11 siak5 

雨   鞋 

h011 ue13 

有   雨 

u11 h033 

有   字 

u11  li51 

五   月 

g033 ge35 

                                                
86 林燾、王理嘉（2008：190）：「聲調語言的兩個或兩個以上音節連在一起時，音節所屬調類的

調值有時會發生變化，這種現象稱為『連讀變調』。連讀變調是聲調在語流中產生的音變現象，

只可能發生在相連音節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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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去  

51 

舊   衫 

ku11 sã33 

ả    鳥 

lan11 tsiau55 

豆    菜 

tau11 tsai51 

面    色 

bin11 siak5 

豆    芽 

tau11  ge13 

大   雨 

tua11 h033 

大    話 

tua11 ue51 

二    月 

li11 ge35 

陽入  

p.t.k 

 

35 

俗    衫 

si01 sã33 

俗    米 

si01  bi55 

肉    粽 

mãk5 tsa11 

綠    色 

 liak1 siak5 

日    頭 

lit1 tau13 

十   五 

tsap1 g033 

綠    豆 

liak1 tau51 

六    月 

lak1 ge35 

食    薰 

tsia11 hun33 

食    飽 

tsia11 pa55 

白    菜 

pe11 tsai51 

白    色 

pe11 siak5 

石    榴 

sia11 liu13 

落    雨 

lo11 h033 

學   話 

o11 ue51 

蠟    燭 

 la11 tsiak35 

將咱人話各聲調作排列組合之後，便能清楚了解其各聲調變調的模式。

但雖然都是閩南語，咱人話的平聲部分的變調模式較類似於泉州話及晉江

話，卻也明顯地與現行的台灣普通腔（高雄腔）87有所不同，在筆者訪問

的過程中，在幾組詞彙變調後與台灣普通腔（以下簡稱台語）作比較產生

幾組有趣的現象。 

在不討論偏漳腔及偏泉腔的語音對應之下，僅討論其變調模式，下列

分作「前字變調」、「後字不變調」及「變調後同音」三組討論： 

1.「前字變調」：   

 咱人話  台灣普通腔  

貨車  he55 ts ia33 hue51 ts ia55 

火車  he13 ts ia33 hue55 ts ia55 

「貨」為去聲字，其變調後為陰上調，因此咱人話唸為/ he55 tsia33/、

台語唸為/ hue51 tsia55/；「火」為陰上字，咱人話變調後為陽平調唸為/ he13 

tsia33/；台語變調後陰平調唸為/ hue55 tsia55/。意即咱人話的「貨車」/ he55 

tsia33/與台語的「火車」/ hue55 tsia55/在第一字的聲調上相同，差別僅在

「車」的聲調為高平調或中平調。在各自語言裡此 2 詞彙不會相混淆，但

若與台語比較時，則出現同音不同詞的現象。  

2. 「後字不變調」：  

 咱人話  台灣普通腔  

開花  kui33 hue33 kui33 hue55 

開會  kui33 hue51 kui33 hue33 

開火  kui33 he55 kui33 hue51 

                                                
87 洪惟仁（1999：147）：「台灣最不具特殊腔調的是高雄縣和高雄市。」張屏生（2007A：

2）：「高雄市和屏東的語音則是最接近普通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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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為陰平字、「會」為去聲字、「火」為陰上字，在咱人話跟台語的基

本聲調不同的前提之下，即使後字不變調的情況也產生了同音不同詞的現象。咱

人話的「開花」/ kui33 hue33/與台語的「開會」/ kui33 hue33/同音；咱人話的「開

會」/ kui33 hue51/與台語的「開火」/ kui33 hue51/同音；。咱人話的「開火」/ kui33 

he55/與台語的「開花」/ kui33 hue55/同音，同時形成三個音在雙語之間各自擁有

不同的詞彙意義現象。 

 

（四）咱人話的音系特點 

閩南語最早出現的韻書是在西元 1800 年黃謙的《彙音妙悟》及 1818 年謝

秀嵐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分別代表著泉州腔及漳州腔的韻書，因此在討論

咱人話的音系特點裡，將《彙音妙悟》作主要音系特點韻書，而《彙集雅俗通十

五音》則輔以討論。在此二書裡有許多韻類及例字，本文揀選 15 韻類較能代表

咱人話的音韻特點作舉例： 

1.《彙音妙悟》「居」韻   (《雅俗通》「居」韻)例字唸 i 韻；如「魚」hi13、

「豬」ti33。  

2.《彙音妙悟》中的「居」韻(《雅俗通》「龜」韻)例字唸韻；如：「史」

s55、「資」ts33。  

3.《彙音妙悟》中的「科」韻(《雅俗通》「伽」韻)例字唸  e / e  韻；如：

「火」he55、「說」se 5。  

4.《彙音妙悟》中的「飛」韻(《雅俗通》「檜」韻)部分例字唸  ui / ui 韻；

如：「血」hui 5。 

5.《彙音妙悟》中的「雞」韻(《雅俗通》「稽」韻)例字唸  ue / ue韻；如：

「雞」kue33、「節」tsue 35。  

6.《彙音妙悟》中的「杯」韻(《雅俗通》「稽」韻)部分例字唸  ue / ue 韻；

如：「買賣」bue13 bue51。  

7.《彙音妙悟》中的「恩」韻(《雅俗通》「巾」韻)例字唸  un 韻；如：「斤」

kun33、「銀」gun13。  

8.《彙音妙悟》中的「關」韻(《雅俗通》「官」韻、「觀」)例字唸 uĩ 韻；如：

「關」kuĩ33、「懸」kuĩ13。 

9.《彙音妙悟》中的「青」韻部分例字(《雅俗通》「更」韻)唸 ĩ 韻；如：「病」

pĩ51、「姓」s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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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彙音妙悟》中的「箱」韻(《雅俗通》「薑」韻)例字唸  iũ 韻；如：「薑」

kiũ55。  

11.《彙音妙悟》中的「熋」韻(《雅俗通》「經」韻)部分例字唸 uĩ 韻，如：

「指」tsuĩ55、「爿」puĩ13。  

12.《彙音妙悟》「卿」韻(《雅俗通》「經」韻)例字唸 i/an/ iak 韻；如：「精」

tsi33、「釘」tan33、「叔」tsiak5。  

13.《彙音妙悟》「毛」韻(《雅俗通》「褌」韻)例字唸  e 韻；如：「軟」ne55。  

14.《彙音妙悟》「鉤」韻(《雅俗通》「姑」韻)例字唸 io 韻；如：「貿」

bio51、「構」kio51。  

15.《彙音妙悟》「風」韻(《雅俗通》「公」韻)例字唸 ua韻；如：「風」

hua33。  

咱人話在菲律賓是個歷史悠久的語言，早期是以漳州話為主體的

咱人話，自 19 世紀末之後則被泉州話取代，其中又以泉州裡的晉江話

為主要語言底層，並融合其他偏泉系的語音特色。  

本小節以語音系統、音韻特點、連讀變調等面向呈現出咱人話目

前在菲律賓的基本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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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咱人話在菲律賓的語言接觸 

菲律賓是多元語言國家，除了國內既有的豐富南島語言之外，亦有西班牙

及美國所留下的語言同時共存在菲律賓社會裡，咱人話亦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保存

著其漢語系的語音獨有性，卻也與其他語言接觸後產生了有別於原鄉的特殊性。 

東南亞各國幾乎都有華人的足跡，單就菲律賓而言，全菲律賓有 51 省只有

巴塔尼斯省（Province of  Batanes，即巴丹島）沒有華人（莊國土、劉文正，2009：

434），可見華人遍佈全菲。 

華人早在 16 世紀即活躍在菲律賓的領土之上，但卻多是以外來者自居，直

到 1973 年馬可仕頒布《新國籍法》正式成為菲律賓的少數族群88，就此確立身

分而紮根於菲律賓，已與其他族群有著共同的國家認同，而咱人話亦有著相同的

歷史，而且咱人話之於華人有著明確的身分表徵，因此除了華人自身對於咱人話

的語言忠誠度極高之外，也可能是因為咱人話是漢語語系的一支，而與菲律賓本

地的南島語系有所不同，因此才能更堅實地保存下來而使用至今89。 

在多元語言的菲律賓裡，菲律賓人本身即擁有自身的母語及英語作為雙語

使用者，而華人除了必須學習 Tagalog 語及英語之外，還有自身的母語咱人話，

至少已是三語使用者，若是加上後起的漢語，這也符合了李如龍（2000：5）對

於馬來西亞華人的研究，華人通常兼通 3-5 種語言，這是東南亞華人的共通性。

而這樣的共通性往往來自華人移民至該地皆有著相同的身分背景，是少數族群也

是被管理的族群，因此華人勢必需要學習該地更普遍、更強勢的語言才得以較快

速地融入當地社會 

但兩國華人有共通性卻也有相異性。菲律賓華人異於馬來西亞華人的部分

在於，馬來西亞的華人多半會在句子中間進行語言轉換，交雜著母語、馬來語及

英語等語言，但菲律賓華人卻不會因為兼通多語言而頻繁地進行語言轉換，仍然

可以在完整句子裡面以單一語言完成表達，這個特點正是語言學家文萊奇

（Weinreich）探討雙語社會裡「理想的雙語人士」90。  

                                                
88 於本文第三章第二節及第五章第一節皆有對此詳細討論，在此略而述之。 
89 李如龍（2003：23-24）：「閩粵客三種方言都有不少移民到東南亞各國謀生，大多是同當地原

住民混居的，那裡的南島系諸語言都和漢語方言迥異，這正是使三種方言固守下來的重要原

因。」 
90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1997：176）：「語言學家文萊奇（Weinreich 1953：73）曾經說過，

理想的雙語人士應該是這樣一種人，『他們根據語言情境（如交談對象、話題等等）來轉換語

言，而不是在同一語言情境中轉換語言，更不是在一句話中間轉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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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多語化的國度之下，咱人話自然會與其他語言有所接觸，而語言接

觸的過程中，每個詞彙都有著不同速度的借入進程，其語言借入過程並不是靜止

的，而是動態的。下圖為方欣欣（2008：25）語言接觸的三段兩合論91示意圖： 

 
 圖 9：語言接觸的三段兩合關係圖  

每個詞彙根據不同的速度進入接受語裡，因此有的正進入接觸階段，而有

的詞彙已經成為固有詞，成為接續階段的詞彙。在菲律賓的華人多數擁有多語能

力，有的詞彙甚至是「一詞彙多語選用」的情形共存並用，例如：「香蕉」可以

是咱人話的「kiq33 tsio33」（弓蕉）、Tagalog 語的「saging」也可以是英語的「banana」；

但也有詞彙是直接借入咱人話裡而共同使用，例如：「玉米」多數華人以 Tagalog

語的「mais」作詞彙名稱，因此在本節各列表格裡，會逐一呈現咱人話裡借入各

語言的詞彙使用情況。 

西班牙語是西班牙殖民菲律賓 333 年來留下的重要語言；英語是美國殖民

時期引進的語言亦是目前菲律賓明定的官方語言；Tagalog 語是菲律賓建構國家

語言的基礎也是與華人在菲律賓互動最多的南島語言，因此本節以咱人話與此 3

語的接觸時所產生的詞彙互動作討論對象。 

 

 

 

                                                
91 方欣欣（2008：8）：「三段即是語言接觸、接納、接續三個階段；兩合即語言由接觸到接納的

交接過程、由接納到接續的交融過程。」（2008：25）：「初始階段的交接傾向於發生的接觸階

段；深化階段的交接是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接納階段；借詞被正式接納進入本國語言之後，便

開始進行初始交融；借詞與本國語言深入交融之後，便開始進入接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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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咱人話與西班牙語 

西班牙殖民菲律賓留下最大的影響即是將天主教帶進菲律賓，而菲律賓自

身也將「天主教菲律賓化」（施雪琴，2007）。早期傳教士所接觸到的華人即是以

咱人話為主要使用語言的族群，傳教士為此紛紛制訂相關的教義手冊，期望向華

人傳教，因此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最早文獻亦是與宗教相關的書籍。 

除了本文第二章討論 1973 年方豪的〈明末馬尼拉華僑教會之特殊用語與習

俗〉裡整理了相關西班牙文名詞的譯音以及兩書裡西班牙文名詞釋義等詞彙，也

為其特殊用語作一詳細的討論以外，方豪早在1959年時即已發表相關詞彙用語，

闡明這類文獻的珍貴價值，方豪（1959：75-76）： 

本書所用譯名，幾乎完全和今日天主教通行譯名不同，我們可以說這是中

國天主教在羅明堅和利瑪竇系統以外的一種譯法，而且可以說是已經是

「絕譯」，不再有人採用了。 

(3) 稱「主」為「本頭」。上文所引「此一位本頭」即此一位主宰；「本頭

寮氏」即主天主。稱「吾主」為「咱本頭」或「俺本頭」。 

這類的宗教用語已超過 400 年的歷史，隨著時代的演變發展出不少新的語

意，例如「女中」（女子學校）或是「一中」（男子學校）的概念，華人以「Male

學堂」（Male o11 te13）及「Bale 學堂」（Bale o11 te13）作詞彙，「Male」指的是

天主教修女之意，原為修女學校但因為成員皆是女性的緣故，因此引申為女子學

校，而「Bale」則是指神父之意，亦引申為男子學校。又如「乾爹、乾媽」亦是

以「Bale、Male」作引申，將乾爹稱為「公 Bale」（k033 Bale）、乾媽稱為「公

Male」（k033 Male），由此可見天主教雖然不是華人的主要信仰，卻也深受影響，

教育機構及親屬稱謂皆以「Bale、Male」作構詞要件。 

對於天主教有正面的詞彙，自然也會以此作為負面的罵語。西班牙以宗教

的方式殖民菲律賓，不論是用利誘或是威脅的方式，皆期望將華人納入天主教的

體系裡，而 Mestizo Sangley 族群也在這樣的氛圍下誕生並壯大，但仍有少數華

人仍以堅持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特別厭倦有關於天主教相關的事物而衍伸出罵

語。例如：「五跤个」（g033 ka33
 e55）即是華人專門指罵西班牙神父的用語，亦

指除了身體軀幹的四肢以外，神父又是男性，因此取名為「五跤个」，表示對神

父的謔稱。甚至以「五跤出現」（g033 ka33 tsut35 hian53）來表示某人做壞事

而被曝露出來之意，而這樣的人不一定要限定是神父，只要是做壞事的人

皆可以此形容，可見在華人心中對於神父的印象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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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西班牙殖民時期為了統管華人而設有「甲必丹」（Capitan）制度，是

華人社會理的最高統領其地位崇高。但目前在菲律賓社會裡的「甲必丹」其地位

大為降低，其公權力範圍行使在菲律賓最小的行政單位「Barangay」，其職位約

略等同於台灣的村里長，這個「甲必丹」原指華人的最高統領，但現階段已轉變

為「不分華人或菲律賓人，在特定某一小行政範圍的最高統領」。 

除了在宗教體系上發展出新的詞彙之外，西班牙語亦留在菲律賓的平常生

活裡，如「蘋果」英文稱為「apple」，但 Tagalog 語卻選用西班牙語的「mansanas」

作為主要使用詞彙，而在咱人話裡亦有如此現象，意即即使英文的「apple」在

世界上廣泛使用，但可能是第一次接觸到這類的水果時期使用名稱為西班牙語，

因此直到現今仍以「mansanas」作為主要使用詞彙，而這樣的現象在咱人話裡

亦是如此，雖然能以「蘋果」（p ia11 k055）作為詞彙名稱，但在慣用上仍以西

班牙語為主。而這類的水果包含「鳳梨」跟「芭蕉」在 Tagalog 語及咱人話裡有

著相同的現象，皆選用西班牙語的「piña」及「siñorita」，而非英文的「pineapple」

及「plantain」。 

西班牙即使在 1898 年離開菲律賓，至今已超過 100 年，但西班牙留下的資

產對於菲律賓社會仍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若是就語言而言，早期的文獻史料具有

絕對的重要性，但若是以現代社會而言，西班牙語的影響力多數在有關於宗教相

關的詞彙。 

 

（二）咱人話與 Tagalog 語 

Tagalog 語於 1935 年成立菲律賓自治政府之際，經過國內各語言的決選，

最後與宿霧語（Cebuano）進行最後的比較進而脫穎而出成為代表菲律賓的國家

語言，主要勝出的原因在於 Tagalog 語是首都的語言，而非使用人口數多寡而獲

勝（蔡惠名，2014B：115），1946 年菲律賓正式獨立之後，也確立了 Tagalog 語

的語言地位。 

在 Tagalog 語成為國家語言之前，Tagalog 語主要是分佈在大馬尼拉地區，

華人因為西班牙殖民政府規定必須限制住居，即使開放居住自由之後，華人仍有

6 成聚居在大馬尼拉地區的（Metro Manila），4 成則散居於菲律賓各地（張詠涵，

2009：19），因此多數華人接觸到的語言是 Tagalog 語，雙語之間的語言接觸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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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殖民前期即產生92。 

根據 Garland Cannon（1988）〈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的研究，將

英文裡的漢語借詞分作 4 級，依照借入之後被接納的程度作區分，第 1 級屬於未

被完成吸收的借詞，需要多加附註；而第4級的借詞表示該詞彙不但被該語接受，

更成為該語詞典裡收錄的詞語，成為最為穩定的一級。 

而這樣的分類標準，亦能作 Tagalog 語與咱人話詞彙接觸上的區分標準，雙

語之間皆有極為穩定的外來詞，直接成為該語言說明某意涵的詞彙，或是取代原

有的詞彙；也有正在接觸、磨合階段的借詞，這樣的借詞區分難免會存在模糊地

帶，例如在咱人話許多詞彙是屬於雙語並存時，這類的詞彙則較難斷定應屬於哪

一類別，但 Garland 這樣的分類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為這皆是表現出每一個借

詞皆有其變動的速度，是個動態過程。 

菲律賓語言學家 E. Arsenio Manuel（1948：109）研究指出 Tagalog 語裡有

381 個漢語借詞，並將其分類，其中作者特別在文中解釋了有關於親屬類及飲食

類，包含其親屬稱謂在二語之間的對應，以及飲食類多半是食物、肉品或是蔬菜

等細項。作者再將 381 個漢語借詞作詞彙意義項目的分類，共計分成 25 類，單

單前 10 類已足足佔了所有漢語借詞的 77.9%比例，由借詞的比例可以顯見

Tagalog 語在這部分的詞彙空缺（lexical voids）93較多，因此才產生借詞類別的

集中性。 

表 21：語意借詞的前 10 類項目及比例  

1. food and culinary terms 20% 

2. action words 16.3% 

3. terms for abstract ideas or qualities 10.8% 

4. goldsmithing and blacksmithing terms 9.2% 

5. kinship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6% 

                                                
92 方真真（2012：47）：「對當時在菲律賓從事貿易的華商而言，除了使用閩南語溝通外，有些

貨品名稱和來源地可能來自菲律賓的地方或馬來語，甚至是其他語言，如源自葡萄牙語或印

度語等。舉例來說，這批史料出現的”chicoed/chicuyes/chiqueyes”及閩南語拼音的西瓜、lechias
即荔枝、cana 即柑仔、gaohur 即麵粉、Emui/Emuy/Ymuy/Hemuy 即廈門、Anhay/Anhai 即安

海。源自達加洛語的詞彙有 camanguian（安息香）、nipiz（蕉麻布）、pangasi（米酒）、Tapis
（達加洛婦女的服裝）。」 

93 方欣欣（2008：103）：「如果某一個領域固有詞庫中的詞彙空缺越多，那麼這個領域的借詞將

越多。」 

 



 

97 
 

6. names of tools, implements, devices 4.5% 

7. zoological terms 3.7% 

8. trade, commerce, economy 2.6% 

9. agriculture 2.4% 

10. gambling and games 2.4% 

咱人話有別於東南亞其他閩南語，主要是在於咱人話參雜了許多 Tagalog

語借詞，形成所謂的「菲華混合語」94。雙語之間的接觸頻繁，就如同菲律賓人

與華人長期頻繁通婚形成另一新興族群 Mestizo Sangley（菲華混血）一樣，在自

身的語言內擁有絕對的借詞成分才足以以「菲華混合語」來形容咱人話。 

除了雙語接觸的時間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之外，很大的原因來自於這二語代

表著二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活模式，咱人話代表著漢文化、Tagalog 語則代表

著南島文化，因此當雙語接觸時，必然會遇到自身語言所缺乏的詞彙，因此最快

的方式即是直接以借用的形式借進自身的語言裡95，而這樣的現象在雙語語言內

部皆佔有重要的語言成分。 

就如上述所言，Tagalog 語裡的借詞多是食物烹飪類，如：Gloria Chan-Yap

於 1980 年〈Hokkien Chinese borrowings in Tagalog〉其附錄有 164 詞是有關於

Tagalog 語裡的咱人話，其中有關於食物類及本文附錄詞彙集亦有收錄的 8 詞彙

以作舉例： 

(1)「公雞」kuwekong：kuê+kô「pimp」、「rooster」；（kuê 雞「fowl，hen，cock」；

kô公「」）。 

(2)「小牛」guya：gū+à「young cow，carabao」；（gú 牛「cow」，à 仔「son」）。 

(3)「沙蝦」suwahe：suā+hé「small species of shrimps」；（suā 沙「sand」，hé 蝦

「shrimp」）。 

                                                
94 周南京（2007：159）：「菲律賓大學語言學專家 E. Arsenio Manuel〈他加祿語中的漢語成分〉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Tagalog Language）指出，當前他加祿詞漢語借詞（不包括異體字、

派生詞和複合詞），其中 20%有關食物和烹飪法；10%有關抽項概念或名詞；9.2%為鍛冶名詞；

6%是親屬名詞；其餘是關於農業、用具、工具、商業、工業和娛樂的名詞。反之，菲律賓語

言（他加祿語）也影響了菲律賓華僑日常使用的閩南方言，他們使用的閩南方言是菲律賓式

的，不同於在福建、台灣、新加坡或雅加達使用的閩南方言。所謂菲律賓式閩南方言，即夾

雜有許多菲律賓語借詞（或稱「菲華混合語」）的閩南方言。」 
95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1997：181）：「在新概念介紹到一種語言來時，往往沒有現成的

詞彙來翻譯或表達它。一種經常採用的方式就是借用原來語言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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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芹菜」kintsay：kîn+caǐ「celery」；（kîn 芹「name of plant」，caǐ菜「vegetable」）。 

(5)「白菜」petsay：pēq+ caǐ「Chinese cabbage」；（péq 白「white」，caǐ 菜

「vegetable」）。 

(6)「四季豆」sitaw：cîn+taŭ「species of string beans」；（cîn 青「green」，taŭ 豆

「bean」）。 

(7)「豆芽菜」toge：taū+gé「bean sprouts」；（taū 荳「bean」，gé 芽「sprout」）。 

(8)「匏瓜」upo：ō+pú「gourd」；（ō 葫「name of plant」，pú 匏「gourd」）。 

以上是「Tagalog 語裡的咱人話」，目前仍活用於 Tagalog 語之中，即是 Graland 

Cannon 的 4 級分類裡的最穩定詞彙群。 

借入之後的借詞必須遵守 Tagalog 語的語音規則，例如：芹菜的「芹」在咱

人話裡讀作有送氣的/k/，但 Tagalog 語裡並沒有送氣音，因此轉唸為不送氣的/k/，

而唸為「kintsay」。又如 Tagalog 語亦沒有鼻音的語音現象，又加上在咱人話裡聲

母的清塞音不論送氣與否/c,ch/皆轉換成 Tagalog 語的清擦音/s/，正如青豆的「青」，

正是必須同時轉換此 2 種規則以符合 Tagalog 語的語音系統，因此原為「青」/tsĩ/

轉音為/si/而唸為青豆「sitaw」。 

另外在借用的過程中，Tagalog 語也順勢地將咱人話造詞時的語法一併借入，

例如具有咱人話構詞特色的小稱詞尾96「牛仔」以及將名詞的修飾語後置的構詞

法97「雞公」，不但借入詞彙也一併借入構詞特色。 

下列是「咱人話裡的 Tagalog 語」，可分成二類，一類是咱人話直接全部照

Tagalog 語的詞彙借入，沒有另外造新詞，或是即使原本有既有詞彙但已被

Tagalog 語取代，是 Graland Cannon 的 4 級裡最穩定的一群詞彙組；另一類則是

雖然借用 Tagalog 語的詞彙，但仍保留咱人話原有的詞彙，形成詞彙並用的現象。 

 

 

 

 

                                                
96 楊秀芳（2000：165）：「加在形體不大的普通名詞後面，有細小的意思。」「牛仔」指的即是

小牛之意。 
97 董忠司（1999：14）：「在構詞法方面，閩南語和畬語二者受到漢語的影響相當深，幸虧二者

共同保存了一些非漢語成分，這些非漢語成分具有相似或相同性。如名詞的修飾語後置現象

及詞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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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咱人話直接借用 Tagalog 語的詞彙  

華語 咱人話 Tagalog 英語 

玉米  mais mais corn 

花生  mani mani peanut 

茄子  talo talo eggplant 

辣椒  sili sili chili 

波羅蜜  laka laka Jack fruit 

桔子  kalamansit kalamansit orange 

蓮霧  makopa makopa Wax apple 

以上詞彙雖有英文的說法，甚至華人也可以自在地以英文表達出該詞彙的

說法，但華人在各個場合使用到這類詞彙時仍以 Tagalog 語為主，並且具有穩定

的使用現象。下列表格則是雙語詞彙並用： 

表 23：咱人話與 Tagalog 語詞彙並用  

華語 咱人話 Tagalog 英語 

薑  kiũ33 luya ginger 

蔥頭  tsa11 tau13 sibuyas-tagalog、  

sibuyas 

shallots 

紅蔥頭  a11 tsa33tau13 sibuyas-bombay、 

sibuyas 

red-onion 

蒜頭  se55 t  13 bawa garlic 

馬鈴薯 pa33 tsi13 patatas potato 

西瓜  se33 kue33 pakuan watermelon 

芭樂 nã13 but35 bayabas guava 

芒果  suan11 nã33 manga mango 

楊桃  iũ11 to35 balimbing star fruit 

釋迦  siak5 ka55 atis sugerapple 

葡萄  p 11  13 abas grape 

香蕉 kiq33 tsio33 saging b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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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詞彙在咱人話與 Tagalog 語接觸的過程中，佔了多數，多半都是保留

自身詞彙的說法，卻也兼用 Tagalog 語的詞彙。如同上述所言，雖然華人仍然清

楚這類詞彙的英文說法，但選用的語言仍是以自身的母語或是 Tagalog 語的詞彙

為主，似乎是一種咱人話與 Tagalog 語「同為本地語言」而英文則是「外來語言」

的區分之勢。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蔥頭 tsa11 tau13」與「紅蔥頭 a11 tsa33tau13」的

詞彙說法，在菲律賓擁有本地所生產的「蔥頭」，卻也有進口而來的「紅蔥頭」，

但咱人話與 Tagalog 語對此 2 詞彙卻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咱人話將「蔥頭」表示原生蔥頭，「紅蔥頭」表示外來蔥頭；而 Tagalog 語

則是皆指稱為「sibuyas」，沒有區辨意義。但咱人話已將此 2 種蔥頭作區分，因

此在借用 Tagalog 語時也以區分的方式分別借入使用，將本地的「蔥頭」表示為

「sibuyas-tagalog」，而進口而來的「紅蔥頭」則是以「sibuyas-bombay」指稱，

Bombay（孟買）是印度的城市之一，華人以這類的食物多從該地進口而來因而

以該地名加註，以作 2 種「sibuyas」的區別。由此組詞彙可以顯示，咱人話雖

然借用 Tagalog 語的詞彙，但並不全然的接受，咱人話亦有再細緻化的能力，以

產區的不同來分別加工命名。 

咱人話在與 Tagalog 語的接觸過程中，相較於外來的西班牙語及英語，是屬

於雙語之間具有較多互動的關係，這是因為二者皆是菲律賓的當地語言，即使

Tagalog 語擁有國家語言的重要地位，但在語言接觸的過程中，咱人話對於

Tagalog 語的影響也不少，而這樣的接觸仍在進行中，因此其借用詞彙眾多，無

法逐一呈現，僅能以類別的區分加以簡述。 

 

（三）咱人話與英語 

英語與西班牙語在菲律賓皆屬於殖民者的語言，西元1898年美西戰爭結束，

美國接受菲律賓之後，不論是語言或是政策上皆與西班牙殖民政府有著不同的統

治策略。 

英語隨著美國的統治逐漸在菲律賓紮根，西元 1901 年為英語教育之始98，

                                                
98 西元 1901 年美國根據第 74 號法案在菲律賓設立第一部《學校組織法》，是為英語教育之始。

其法案規定：「為菲律賓提供免費以英語授課的初等教育；建立培養菲律賓教師的師範學校；

從美國引進教師以及在公立學校廢除宗教課程。」後於 1908 年根據第 1870 號法案創辦菲律

賓大學，是第一所以美國高等教育模式設立的現代型大學，英語教育就此正式進入菲律賓。 

 



 

101 
 

直到 1908 年才真正將英語運用在教學之上，而英語對於菲律賓的影響可以在

1946 年菲律賓獨立之後得以了解。 

美國統治菲律賓不到 50 年，而自 1908 年至 1946 年菲律賓獨立，英語教育

也僅僅通行 38 年，當美國離開菲律賓之後，英語卻成為菲律賓的官方語言，主

要的原因是除了美國當時候已經是世界強國之一，英語是廣泛通行在世界的國際

語言之外，菲律賓現代的教育體系、政治架構、公共設施等國家建設皆是在美國

統治時期所規劃的政策，因此美國即使離開菲律賓，英語卻已成為菲律賓不可或

缺的主要語言之一，成為菲律賓人皆應學習的語言99。 

英語相較於與咱人話及 Tagalog 語之間的接觸極為不同，主要是因為英語是

外來語的身分，因此多是單方面的輸出，無法如咱人話及 Tagalog 語之間有著頻

繁地互動。而英語代表著強勢的語言，因此詞彙輸出的能力也隨著該語言本身的

強度而強勢，普遍在各個領域裡皆有英語的足跡，本文無法將咱人話借入英語的

詞彙逐一介紹，因此就以接觸時所產生的類型作一概述。 

雙語接觸的詞彙裡，以蔬菜、水果類是較為廣泛使用的生活用語，本節所

討論類型時以這類詞彙為主。主要是分為「咱人話、Tagalog 語皆借用英語」、「咱

人話與英語詞彙並用」、「在 Tagalog 語及英語皆有詞彙時，咱人話選用英語」以

及「咱人話借入詞彙後再加入自身的語法結構成為新詞」4 部分作討論。 

下列的詞彙表格裡可以顯示英語的強勢，在蔬菜、水果類裡不論是咱人話

或是 Tagalog 語皆是借入英語的詞彙，且廣泛使用。 

表 24：咱人話、Tagalog 語皆借入英語詞彙  

華語 英語 華語 英語 

青花 broccoli 青椒  green pepper  

菠菜  spinach 白花 cauliflower 

竹筍  bamboo shoots 苦瓜  bitter melon 

紅蘿蔔 carrot 檸檬  lemon 

草莓  strawberry 香瓜  melon 

木瓜  papaya 小白菜/油菜 Chinese petsay 

                                                
99  陳鴻瑜（2003：95）：「據 1903 年統計，10 歲以上的有 22.2 能讀和寫，1.6%獲得一般學校教

育的同等學力；據 1938 年統計，10 以上的，有 48.8 識字，能用一種語言或方言讀和寫，到

了 1948 年，則提高到 59.8%。教育普及有助於菲律賓人的政治參與，普及選舉權，在 1937
年，菲律賓婦女使取得選舉權，男女參與政治的機會才獲得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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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的表格是 Tagalog 語也一併借入英語的詞彙，因此形成 3 語皆相同的共

識。較為特別的是「小白菜/油菜」以及下列表格裡的「高麗菜」及「白菜」這

組詞彙。這些是品種較為類似的蔬菜且菲律賓當地所沒有的，Tagalog 語及咱人

話則有不同的因應方法，例如：「高麗菜」的 Tagalog 語為「ripolio」、英語為

「cabbage」，但若是山東大白菜的「白菜」，則稱呼「Chinese cabbage」，在英語

「cabbage」的基礎上加入「Chinese」作區辨；若是屬於葉菜類的「小白菜/油菜」，

則在「白菜」（petsay）的基礎上加入「Chinese」成為「Chinese  petsay」。 

也就是說，高麗菜之於白菜，則以「Chinese」來區分，但若是白菜與小白

菜/油菜的區分，則是以「petsay」。而咱人話本身具有「高麗菜」及「白菜」的

說法，但卻沒有「小白菜/油菜」的詞彙，因此借用了「Chinese  petsay」。 

這組的詞彙構成意象皆與華人接觸有關，「petsay」已是第一次向咱人話借

入成為 Tagalog 語，但此類蔬菜的相似性極高，因此第二次以「Chinese」作區分，

由這樣的借入層次可以了解，「小白菜/油菜」（Chinese petsay）是這類蔬菜裡較

晚進入 Tagalog 語裡的詞彙，特別的是華人對於既有的「高麗菜」及「白菜」皆

有相應的詞彙，但對「小白菜/油菜」卻沒有，反而將輸出概念之後，Tagalog 語

將該蔬菜類定義之後，華人再藉由 Tagalog 語借入該詞彙，形成「小白菜/油菜」

成為 Tagalog 語與咱人話共存的詞彙。 

另一組詞彙則是「青花菜」與「芥蘭菜」的區分，「青花菜」稱為「broccoli」，

而芥蘭菜則是類似於青花菜的葉菜類，因此與上述的白菜與高麗菜區辨的方法相

同，加入「Chinese」而稱為「Chinese broccoli」。 

下列表格裡有 2 類情形，第 1 類是咱人話已具有既原本的詞彙，但同時借

入英語的詞彙，形成雙語並用；第 2 類則是咱人話和 Tagalog 語皆具有既有詞彙，

但咱人話選擇英語的詞彙當作雙語並用。 

表 25：咱人話與英文詞彙雙語並用  

華語 咱人話 Tagalog 英語 

橙 siam13 oranges oranges 

榴槤  liu11 lian13 dulian dulian 

蔥苗  tsa33 spring onion spring onion 

蘆筍  l011 sun55 asparagus asparagus 

白菜 pe11 tsai51 Chinese cabbage Chinese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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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 kim55 kue33 kalabasa pumpkin 

高麗菜  ko33 le33 tsai53 ripolio cabbage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形是咱人話本身沒有該詞彙，而 Tagalog 語及英語在

既有詞彙之下，咱人話選用英語當作主要使用詞彙，例如：番茄（tomato）、香

菇（mushroom）。 

英語相較於咱人話及 Tagalog 語皆是強勢的外來語，因此咱人話在借用詞彙

時，有了多方位的考量。但在借用的過程中，咱人話也展現其語言活力，將英語

的詞彙加入咱人話的用法形成有別於英語及 Tagalog 語的咱人話詞彙，例如：「萵

苣」英文稱為（lettuce），咱人話及 Tagalog 語皆借用其詞彙，但咱人話在「lettuce」

之後加上「菜」，以表示此為蔬菜類的其中一種，稱為「 lettuce tsai51」，此

為語言接觸裡的異議複詞結構 100或是稱為「音譯+表義」的方式為使該詞彙的

類別更加清楚。  

咱人話不論是面對 Tagalog 語或是英語皆有再創造的能力，而不僅僅只是單

純的借用，由此面向皆可了解咱人話在菲律賓的語言活力。不僅如此，在菜單中

也能看出咱人話與其他語言並存於菲律賓社會，舉例如下： 

表 26：菜單上的咱人話  

食物名稱 菜單上的拼音 食物名稱 菜單上的拼音 

叉燒包 siopao asado 肉羹 maki 

煎包 chienpao 肉羹湯 maki soup 

割包 cuapao 肉燥麵 maso noodle 

肉粽 machang 肉燥飯 maso rice 

鹹飯 kiampong 蔥油餅 onion pizza 

壽桃 longlifepao 蘿蔔糕 radish cake 

此菜單是在馬尼拉中國城裡的餐館，其多半是以華人的飲食為主，菜單裡

所使用詞彙多半有 3 種形式： 

1. 全部為咱人話：例如表格內的「煎包」、「割包」、「肉粽」、「鹹飯」、「肉

羹」等 5 詞彙，從拼音形式即可得知其使用的語言為咱人話，其中「肉羹 maki」

一詞則透露出，「肉」不論是唸為「mãk」或是「mã」皆是以聲母/m/開頭，與

                                                
100 鄒嘉彥、游汝傑（2007：277）：「兩種不同語言的成分，語義不同，結合成一個新詞。」也就

是說在原有外來詞的基礎上，為了使原詞更加明確而加上一個表義文字，以表示該類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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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或是「hiak」/「hik」皆是不同的聲母，而「羹 kĩ」雖然經過 Tagalog 語

的轉唸之後失去了鼻音，成為「ki」，但這也是清楚區分該語言底層為咱人話「青

更韻」的語音特色。 

2. 咱人話+英語或是咱人話+Tagalog 語：例如表格內的「maki soup」、「maso 

noodle」、「maso rice」為前者使用方式；「siopao asado」則是後者。這類的詞彙

組合，可以清楚了解該食物可能為華人的飲食項目，又能以英文或是 Tagalog 語

的方式了解其烹飪方式。 

3. 以意義翻譯其食物名稱：例如表格內的「蘿蔔糕」（radish cake）、「蔥油

餅」（onion pizza）、「壽桃」（longlifepao），這類的食物皆是根據詞彙意義翻成英

語，radish（蘿蔔）+cake（糕）；onion（蔥）+ pizza（以 pizza 取代蛋餅）；longlife

指稱（長壽）再加上 pao，長壽包即是壽桃之意。 

綜上所述，咱人話在面對西班牙語、Tagalog 語及英語時有著不同的借用角

度。借入西班牙語主要是關於宗教上的用語，雖然使用穩定但有其侷限性；與

Tagalog 語的接觸則是有著互動關係，各自豐富對方的語言也活化自身的語言；

與英語接觸時，咱人話顯得較為弱勢，除了全面接受以外，詞彙部分也必須以英

語作為輔助語言。 

本文所列舉的類別多是生活用詞，因此 3 語之間的語言接觸更為頻繁，

多在方欣欣（2008）的接納階段及交融過程；或是 Garland Cannon（1988）

裡的第 3 級至第 4 級階段。  

藉由與 3 語之間的語言接觸可以得知，咱人話與其他語言互動時巧妙的差

異，當咱人話面對 Tagalog 語時，較少發生某一語言獨大的情形，並且雙語之間

是互相補其不足處，不像是語言競爭而是屬於語言互補；而咱人話面對英語時，

則又與 Tagalog 語站在相同的立場，皆以本地語面對外來語的方式來處理借詞的

借入，但咱人話在借入詞彙時又能以自身的語法再創新詞，而非單純借入。 

因此，不論是咱人話或是 Tagalog 語，當面對英語或是西班牙語時皆是屬於

單方面的接受，只有咱人話與 Tagalog 語的這組語言接觸，才能產生雙語之間的

互動，這也足以說明咱人話已是菲律賓本土語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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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入詞彙時音韻的改變 

一個獨立的語言皆有其完整的語音系統及其音韻規則，語言是具有獨特性

的，即使是各語言內部的「方言」、「次方言」其語音系統也會有所不同，更何況

是不同語系之間的語言接觸，其音韻差異勢必明顯，而 A 語言向 B 語言借入某

詞彙時，其音韻規則也必須跟著以 A 語言的語音規則作調和，並以 A 語本身的

音節來讀，才能順利地進入 A 語言，這是多數外來詞借入自身語言皆必須經過

的過程。 

華人在東南亞定居所面臨到的即是當地的語言，如同在印尼的華人遇到當

地的印尼語（也是南島語系的一支），就如同咱人話與 Tagalog 語接觸時一樣，

自然也必須經過「適應性改造」101才能將閩南語詞彙借入印尼語，而這樣的語言

調合或是語言適應性，其實也就是在語言移借過程中的「語言干擾」102，雖然借

入外來詞彙，但卻用自身的語音系統唸出，也就是說借入了該詞彙的形體，但發

音規則是表現自身語言的靈魂，因此產生同一詞彙在不同語言即有不同的唸法。 

以目前的語言情況而言，咱人話較多接觸的是英語及 Tagalog 語，而 3 語之

間亦互相接觸，因此本文分作「英語與 Tagalog 語」、「Tagalog 語與咱人話」以

及「英語與咱人話」3 種形式，並各舉例 3 詞彙作比較103： 

表 27：英語與 Tagalog 語的音韻比較 

   詞 讀音 音

節

數 

首音

節輔

音 

首音

節元

音 

次音

節輔

音 

次音

節元

音 

重

音 

聲

調 

英語 papaya phəˋpaɪə 3 ph ə ph aɪ/ə 有 無 

Tagalog papaya papaˋɪa 3 p a p a/ia 無 有 

英語 lemon 'lɛmən 2 l ɛ m ə 有 無 

                                                
101 楊啟光（2009：51）：「華人與原住民都立足於印尼語的語音系統，對所需要推介或借用的閩

南話詞語的語音進行了『適應性改造』─以印尼語語音系統來改造閩南話詞語與之不適應的

語音，使所推借的或借用的的閩南語詞語能符合印尼語語音系統之音理。在聲母方面，由於

印尼語中沒有吐氣音位而把閩南語的吐氣音位變成不吐氣音位。如：把（抱）說成/po/，（頭

家）說成/toke/、（韭菜）說成/kucai/」。 
102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1997：180）：「語言干擾可以發生在語言的各個平面，其中音位方

面的干擾最容易發現。說雙語的人常常把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音位等同起來，或在發音時

把第一語言的規則用到第二語言中去。」 
103 該表格是參考鄒嘉彥、游汝傑（2007：275）討論「外來詞的本土化」時所列出的「讀音異同

比較表」將咱人話、英語及 Tagalog 語作音韻比較。 

 



 

106 
 

Tagalog lemon le'm0n 2 l e m 0 無 有 

英語 chili tʃili 2 tʃ i l i 無 無 

Tagalog chili sili 2 s i l i 無 無 

 

表 28：Tagalog 輔音表104 
 唇音 齒音/齒齦音 後齒齦音 軟顎音 喉音 

鼻音 m n  ɲ  

塞音 p b t d  k g 

擦音  s   h 

塞擦音  ts tʃ dʒ   

閃音  ɾ    

近音  l  j w 

上表為 Tagalog 語的輔音表，本節 Tagalog 語與英語及咱人話有所互動，因

此將 Tagalog 語的輔音及元音列出更能清楚了解當英語借詞借入 Tagalog 語時所

必須調合的語音系統。 

「papaya」、「lemon」及「chili」三詞必須分別接受 Tagalog 語自身的語音

系統規則及其聲調和重音規則105而發音。 

1.「papaya」：如上圖顯示 Tagalog 語沒有/p/只有/p/；元音也沒有/ə/，因此英文

裡的「papaya」/ phəˋpaɪə /轉唸為/ papaˋɪa /。而其重音也跟著 Tagalog

語的規則改至最後一個音節。 

2.「lemon」：Tagalog 語沒有/ɛ/只有/e/作對應；也沒有/ə/，因此以/0/作對應，因

此英文裡的「lemon」/'lɛmən /轉唸為/ le'm0n /。 

3.「chili」：Tagalog 語沒有/tʃ/只有/s/作對應，因此英文裡的「chili」/ tʃili /轉唸為

/ sili/。 

這三個英語詞彙借進 Tagalog 語之後，拼寫方式有其標準化的規則，通常是

較難改變的，通常改變的主要在於語音或是重音上的差異，是為了要符合該語音

                                                
104 引自維基百科：他加祿語（2017.03.27 查詢）。 
105 江寶釵、蔡素娟、顏尚文（2005：17）：「Tagalog 的重音通常位於詞素的最後或倒數第二音

節上，而且Tagalog 裡有重音的音節有元音延長或音高提高的特色。但是，如果重音落在最

後一個音節就不會有元音延長的現象。」綜合林燾、王理嘉（2008：152）裡提及Tagalog語

是聲調語言，而其聲調類型則較偏向高低型的類型。由此可知，Tagalog語聲調及重音規則皆

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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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因此這 3 詞的唸法已與英語本身有所不同。而前 2 詞其拼寫方式沒有改變，

但後者「chili」的拼寫方式則已改變成其發音方式「sili」。 

表 29：咱人話與 Tagalog 語的音韻比較  

   

 

詞 讀音 音

節

數 

首音

節輔

音 

首音

節元

音 

次音

節輔

音 

次音

節元

音 

重

音 

聲

調 

Tagalog kalamansi kalamanˋsi 4 k a l a 無 有 

咱人話 kalamansi kalamasi 4 k a l a 無 無 

Tagalog mais ma'is 2 m a  i 無 有 

咱人話 mais manis 2 m a n i 無 有 

Tagalog bawang bawang 2 b a  wang 無 無 

咱人話 bawang baua 2 b a  ua 無 有 

對照本章第一節介紹咱人話的語音系統裡的聲母及元音與上圖 Tagalog 語

的作比較，當咱人話要將 Tagalog 語借入詞彙時，「kalamansi」、「mais」及「bawang」 

三詞必須分別接受咱人話的語音系統規則而作改變。 

1. 「kalamansi」：咱人話裡沒有/mãn/這樣的韻類，再加上咱人話也沒有重音的

規則，因此 Tagalog 語裡的「kalamansi」/ kalamanˋsi /轉唸

為/ kalamasi /。 

2. 「mais」：Tagalog 語裡有重音，因此可以清楚區隔/ma；is/而成為/ ma'is /，咱

人話沒有重音，因此在轉唸 Tagalog 語時，則以高降調的去聲以之代

替，又該詞彙前半部音節為鼻化韻，但中間仍有元音/a/，因此不能

將此詞彙當作同化現象，而是以增音/n/的方式來取代其重音時所佔

的節拍，綜合以上規則而轉唸為/ ma33ni53s /。 

3. 「bawang」：此詞彙借入時，正好符合咱人話的語音系統，不但有/b/聲母也

有/ua/韻母，除了咱人話本身具有聲調上的變化以外，此詞彙在

借入時其變化較小。 

由以上 3 詞可得知，咱人話裡面沒有重音，因此在借入 Tagalog 語的詞彙時

則以聲調裡的高降調作因應，再配合其語音規則轉唸成符合咱人話的詞彙。 

下表則是列舉 3 詞彙探討英語與咱人話的音韻比較。 

 

 

 



 

108 
 

表 30：英語與咱人話的音韻比較  

   

 

詞 讀音 音

節

數 

首音

節輔

音 

首音

節元

音 

次音

節輔

音 

次音

節元

音 

重

音 

聲

調 

英語 lettuce l'ɛtəs 2 l ɛ th ə 有 無 

咱人話 lettuce le11 tsu33 2 l e ts u 無 有 

英語 strawberry str0:bəri 4 s 0 b ə 無 無 

咱人話 strawberry str0:be11ri51 4 s 0 b e 無 有 

英語 pumpkin pʌmpkin 2 p ʌ k i 無 無 

咱人話 pumpkin pam33k in55 2 p a k i 無 有 

誠如上文對照本章第一節介紹咱人話的語音系統裡的聲母及元音，當咱人

話借入英語時，「lettuce」、「strawberry」及「pumpkin」三詞必須接受咱人話的

語音系統規則而作改變。 

1.「lettuce」：此詞咱人話創造成新詞「lettuce tsai51」（lettuce 菜），因此在語

音規則上則精簡地更符合咱人話的語音規則。咱人話沒有/ɛ/元音，

以/e/作代替；而音節後半部的/təs/則省略/s/並將/tə/改為/tsu/再加

上「菜」以表示該詞彙的類別，因此轉唸為/ le11 tsu33 tsai51/。 

2.「strawberry」：此為複合詞106，沒有重音。咱人話元音有/ə/但唸為/e/，其他則

無較大改變，因此轉唸為/ str0:be11ri51/。 

3.「pumpkin」：咱人話沒有/ʌ/而以/a/代替，亦沒有鼻化韻與塞音尾/mp/同時存在

的韻類，英式英語發音時有保留/p/，但美式英語發音時則將/p/

弱化，但在咱人話裡則將此詞分為 2 個音節，因此將英語的

「pumpkin」/ pʌmpkin /轉唸為/ pam33k in55/。 

藉由咱人話借入 Tagalog 語及英語，以及 Tagalog 語借入英語 3 組音韻變

化逐一探討可以得知，即使在拼寫文字上沒有產生劇烈的變化，但在音韻規則上

卻已調合至符合借入的該語言規則普遍使用在各語言內。 

 

 

                                                
106 楊秀芳（2000：165）：「複合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根成分組成合成詞的構詞方式」。 

Victoria Fromkin 等（2006：117-118）：「雙語複合詞是英語中最常見的，但要找到複合詞數量

的上限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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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咱人話在馬尼拉中國城商業招牌的語言使用狀況 

 本章節探討咱人話的樣貌，其商業招牌亦是該語言體現於該社會不可或缺

的一環。在菲律賓的華人超過六成居住在大馬尼拉都會區，因為其歷史背景長

久以來形成市集、聚落，目前就以馬尼拉（Manila City）的王彬街（Ongpin Street）

以及計順市（Quezon City）的 Banaue Street 為二大中國城聚落，前者歷史最為

悠久，而後者則是較為近代才發展出來的面貌，因此本節將討論範圍著重在馬

尼拉王彬街作討論。 

  
圖 10：王彬街（Ongpin Street）街道圖 

王彬街總長約 800 公尺，是一條全菲律賓著名的華人街，作者以上圖所示，

自左側為起點沿路拍攝至右側為結束點，總計拍攝 152 面招牌107。其招牌的語

言使用也會因著不同族群的聚落或是固定族群而有所不同，就如呂奕欣譯（2005：

132-133）所言： 

「一個符碼之所以被選用，可能是因為它指示了這個地點位在世界的何處，

例如位於說阿拉伯語的社區（商店或國家）；或因為這個符碼與某社會團

體有所關聯，而象徵那個社會團體，例如餐館招牌上寫著中文，表示這是

一家中式料理餐廳。無論我們關心的是地緣政治所指示的符碼優先，或是

社會文化關聯所表現出的象徵，都必須從符號本身之外來做決定。」 

商業招牌短短數字，必須清楚明瞭說明其用意，因此最為易見的目的即是

「商品、語言」，販賣什麼樣的商品、以及使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表達，是商家賦

予人群們的第一印象。 

 

                                                
107 作者於 2016 年 5 月 1 日前往王彬街拍攝招牌。不論其招牌大小或是行業別，凡是於本街道上

的招牌一律收錄，其中有共計 152 面招牌，其招牌全數放置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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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此 152 面招牌以行業別作區分，共計 26 項如下表所示。 

其中前三項主要商業別分別是金飾珠寶業佔 21.05%、飯店餐廳業佔 13.82%

以及超商雜貨業佔 13.16%，前三項類別即佔總體的 48.03%，已近半數，若是

再加入藥行及銀行業，則佔 66.45%，可說是行業別較為集中的一條街道。這主

要的原因是來自這些多是華人較多所消費的區塊，不論是金飾珠寶在華人文化

裡所代表的意象，或是熟悉華人口味中式餐廳以及每逢過年佳節需要購買年貨

等等，皆是來自族群的特性而產生的商業特性。而其他商業類別相形之下則是

較為零散，亦表是其行業別屬多元化，因此在王彬街上雖是某些行業及中，但

卻也能在該街道上找尋到其他屬性的商家。 

表 31：王彬街商業招牌行業類型表 
行業類別 數量 佔比 行業類別 數量 佔比 行業類別 數量 佔比 

金飾、珠寶、

匯市、禮品 

32 21.05% 旅行社 2 1.32% 開鎖店 1 0.66% 

飯店、餐廳 21 13.82% 唱片行、

KTV 
2 1.32% 服飾店 1 0.66% 

超商、雜貨 20 13.16% 美容院 2 1.32% 影印店 1 0.66% 

藥行 15 9.87% 冰店、 
咖啡店 

2 1.32% 美商公司 1 0.66% 

銀行 13 8.55% 宗親會 2 1.32% 按摩店 1 0.66% 

醫院、診所 12 7.89% 健身房 1 0.66% 電腦中心 1 0.66% 

麵包店 7 4.61% 政府機關 1 0.66% 命相館 1 0.66% 

麵店、小吃 6 3.95% 育幼院 1 0.66% 眼鏡行 1 0.66% 

宗教聚會所 4 2.63% 鐘錶店 1 0.66%    

如何使該商品讓來此街道的人們清楚理解，是每位商家都會顧慮的事情。

因此使用何種語言當作招牌則是一大重點。王彬街道上共有 152 面招牌，其中將

語言、文字、拼音108各自作區別之後，共區分出 19 項不同組合而成的語言形式。

其中語言使用方式前三種拼法分別是「漢、英」佔比 51.97%；其次是「英」佔

比 13.15%；第三名是「咱、咱拼、英」佔比 11.18%，此三項即佔 76.3%，可見
                                                
108 語言分作：英語、咱人話、廣東話、華語、菲語、西班牙語。文字分作：英文、漢字。其中

漢字又分為繁體字及簡體字。拼音則是以漢語系的語言再作區分，分作：咱人話、廣東話、

華語。以此區分出各商業招牌的類型，共計 19 種拼法。 
   其中在表格裡使用的「漢」表示無法分別其使用語言，使用的文字是繁體字。「拼」表式華語

拼音，但沒有固定使用某一套拼音系統。「咱」表示漢字為咱人話唸法。「咱拼」表示咱人話

拼音。「華」表示漢字為華語唸法，文字是繁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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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商業招牌其使用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其中單此一項「漢、英」的佔比即超過半

數，不論其「漢」代表的是何種語言，招牌使用「中西並行」的模式，在王彬街

上是最顯而易見的方式。 

表 32：王彬街商業招牌語言類別表 
招牌類型 數量 佔比 招牌類型 數量 佔比 招牌類型 數量 佔比 
漢、英 79 51.97% 拼、英 2 1.32% 拼、咱拼、英 1 0.65% 

英 20 13.15% 華、英 2 1.32% 廣、廣拼、英 1 0.65% 

咱、咱拼、英 17 11.18% 漢、拼、英 1 0.65% 廣、廣拼 1 0.65% 

漢 8 5.26% 咱、咱拼 1 0.65% 漢、菲、英 1 0.65% 

華、拼、英 6 3.92% 華、拼 1 0.65% 漢、咱拼、西、英 1 0.65% 

簡、英 5 3.29% 華 1 0.65% 簡、拼、英 1 0.65% 

英、咱拼 3 1.97%     

「中西並行」的語言使用是王彬街上的共識，本文再將所有類漢字範疇109的

類型綜合起來與英文一同作比較，則更可以清楚了解商業招牌的文字使用狀況。 

表 33：以使用文字作區別的佔比 
招牌類型 數量 佔比 招牌類型 數量 佔比 
英 
英、漢 
英、漢、拼 
英、漢、菲 
英、漢、咱拼、西 
英、咱拼、咱 
英、咱拼、拼 
英、咱拼 
英、拼 
英、華 
英、華、拼 
英、廣、廣拼 
英、簡 
英、簡、拼 

20 
79 
1 
1 
1 

17 
1 
3 
2 
2 
6 
1 
5 
1 

92.11% 漢 
漢、英 
漢、英、拼 
漢、英、菲 
漢、英、咱拼、西 
咱、英、咱拼 
咱、咱拼 
廣、英、廣拼 
廣、廣拼 
華、拼 
華、英 
華、英、拼 
華 
簡、英 
簡、英、拼 

8 
79 
1 
1 
1 
17 
1 
1 
1 
1 
2 
6 
1 
5 
1 

82.89% 

共計 14 項 140 
共計 15 項 126 

                                                
109 類漢字範疇指的是所有使用漢字的語言，包含咱人話、華語、廣東話，也包含使用簡體字的

皆納入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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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分為二類，一類是所有使用到英文的招牌全數收錄，共計 140 項，佔

比 92.11%；另一類則是所有使用類漢字範疇的招牌全數收錄，共計 126 項，佔

比 82.89%。此二項在「中西並行」的共識下，再加入其他類型的拼法，因此其

數據比極高。另外，比重超過 9 成的英文是招牌使用文字裡最為重要的一環，即

使單就僅以純英文呈現招牌的數量也超過純漢字的比重。 

在漢字的招牌裡，多數皆能使用二種語言以上唸出，此比重佔 72.22%。若

是以泛漢字範疇裡能清楚區分出咱人話、華語、廣東話及簡體字而言，其比重則

是咱人話為多佔比 18.25%；不論繁體字或簡體字的華語佔比為 12.7%；廣東話

則為 1.59%。咱人話在招牌使用上雖較多於華語及廣東話，但仍屬於少數。 

簡體字的招牌在王彬街上是屬於特殊的文字使用，僅佔所有漢字招牌的

4.76%的比重，但這也是近年來菲律賓本地接受中國的漢語教育之後才有的新現

象，因此將其特別列出，除此之外的漢字招牌皆是使用繁體字，此使用文字也可

以與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的討論相作呼應。 

表 34：咱人話、華語、廣東話及簡體字的招牌佔比 

    招牌類型 數量 佔比 招牌類型 數量 佔比 

咱拼、咱、英 
咱拼、咱 
咱拼、英 
咱拼、英、拼 
咱拼、英、漢、西 
 

17 
1 
1 
3 
1 

18.25% 華 
華、拼 
華、英 
華、拼、英 

1 
1 
2 
6 

7.94% 

23 10 

簡、英 

簡、拼、英 

5 
1 

4.76% 廣、廣拼、英 

廣、廣拼 

1 
1 

1.59% 

6 2 

招牌反映出一地的社會文化。綜合王彬街上的 152 面招牌，其行業別以金

飾珠寶為首；以語言類別則以英文為首，而「中西並行」的文字模式則是最為廣

泛。若加入泛漢字範疇的漢字比重，則咱人話在王彬街裡屬於使用較頻繁的語言，

華語次之。值得一提的是，菲語在所有招牌裡僅佔 1 面，而且還是「英、漢、菲」

三語同時並存的招牌，其重要性遠遠不及其他各語言。由此可知，華人的聚集地

英文仍然是最重要的語言，漢語系的語言文字也廣泛使用著，但菲語卻無法在王

彬街上立足，這部分在下一章的咱人話社會現況裡或許能以數據說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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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招牌 華語拼音+英文+咱人話拼音 

咱人話漢字+咱人話拼音+英文 廣東話漢字+廣東話拼音+英文 

 
簡體字+英文 全漢字 

圖 11：6 種類型拼音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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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菲律賓、中國及台灣三國四語的詞彙比較 

一個語言可以同時存在許多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地域裡就會產生不同的

語言變體，例如英國英語、美國英語、澳洲英語、印度英語等，因為這些都是在

各自國家裡所使用的英語變體，因此將此變體稱為英語的國際變體110，而這樣的

國際變體並不會只出現在單一語言的使用範圍上，只要是具有相同原理的語言皆

是屬於國際變體的範疇，因此將此概念運用在本文裡，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閩南語，

包含台灣台語、中國閩南語、菲律賓咱人話或是新加坡福建話都是閩南語的國際

變體，有其共通性卻也有其特殊性。 

本文選用中國的泉州話及晉江話，主要是因為咱人話的語言底層來自晉江

話，而其語音系統裡亦有泉州話的痕跡；選用台灣的鹿港話，主要是因為鹿港話

在台灣的閩南語當中被當作泉州腔的代表（張屏生，2007A：10），綜合起來便

是三國四語的閩南語詞彙比較。 

本節分作二部分進行討論，第一部分主要在語音特點以及有無介音/i/的討

論，第二部分則是四語詞彙上的討論，包含詞形、音讀、詞義等面向。 

 

（一）語音 

1. 音系特點的詞彙 

本文收錄咱人話詞彙約莫 1,600 詞，無法逐一討論詞彙裡的語音現象，因此

以本章第一節第四點〈咱人話的音系特點〉裡的 15 韻類找尋適當的詞彙作四語

語音的比較111。 

 

 

 

 

                                                
110 張興權（2012：3）：『國際變體』有的叫做『跨境語言』或『國別變體』，我們採用英國語言

學家克里斯特爾所使用的術語『國際變體』。由於中國與新加坡和菲律賓是不同的國家，所以

中國漢語與新加坡、菲律賓漢語（華語）並不是地區變體，而是國際變體。」陳松岑（2001：

63）：「只要一組語言項目具有類似的社會分布，它就有資格被稱為一個語言變體。」 
111 此詞彙表格根據張屏生（2007C）、王建設、張乾荔（1994）、陳苗主編；庄維坤副主編（1994）、

《泉州市志》（2005）等書籍裡的詞彙與咱人話作比較，其中聲調標記各有不同，為使表格清

楚呈現語音差異，筆者將聲調標記皆轉寫為 IPA 標寫規則。另，本表格根據咱人話記有的詞

彙製作而成，因此有些無法在各方言點裡找尋到相同的詞彙，因此僅標記該字例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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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四語 15 音系特點的語音比較  

 韻類 韻母 漢字 咱人話 泉州話 晉江話 鹿港話

1 居居 i 箸 ti51 t41 ti31 t33 

2 居龜  歷「史」  liak1 s55 s55 si33 s55 

3 科伽 e   「火」螢  he13 iã13 he35 iã13 he35 iã13 hɘ35kim33k033 

  e 郭  ke5 k5 ke5 ke5 

4 飛檜 ui/ ui 流「血」  lau11 hui5 hui5 hui5 hui5 

5 雞稽 ue   「雞」母 kue33 bu55 kue33 kue33 kue33 

  ue 冬「節」  taq33 tsue5 tsue5 taq33 tsue5 taq33 tsue5 

6 杯稽 ue/ ue 「買賣」  bue13bue51 bãi55 bãi41 bue55 bue21 bue51 bue33 

7 恩巾 un 「銀」行 gun11 haq13 gun24 gun24 gun11 haq13 

8 關觀  uĩ 縣  kuĩ51 kuĩ41 kuĩ41 kuan33
（kuan31

） 

9 青更  ĩ 破「病」  pua55 pĩ51 pĩ41 pĩ41 pua53 pĩ331 

10 箱薑 iũ 薑 kiũ33 kiũ33 kiũ33 ktu33 

11 熋經 uĩ 尾「指」  be13 tsuĩ55 tsuĩ55 tsuĩ55 be35 tsuĩ55 

12 卿經 i 丁  tiq33 tiq33 tiq33 tiq33 

  an 「釘」仔 tan33 nã55 tan33 tan33 tan33 nã55 

  iak 竹 tiak5 tiak5 tiak5 tik5 

13 毛褌 e 煮「飯」  tsi13 pe51 pe41 pe33 pe33 

14 鉤姑 io 躼  lio53 lio41  lio41  lio21（ lo21）  

15 風公 ua 風  33 33 33 0q33

上列表格共 15 韻類 19 詞彙，主要是因為有些韻類有分平聲及入聲，但仍

屬於同一韻類裡的音韻，因此仍以 15 類為基準。四語之間的音韻特色可分為 4

類作說明： 

1. 四語的詞彙說法及聲調皆相同的有「飛檜韻」、「雞稽韻」、「恩巾韻」、「青

更韻」、「箱薑韻」、「熋經韻」、「卿經韻」及「鉤姑韻」8 類，即使在不

同國家有著不同的語言接觸及語音變化，仍有超過半數相同，可見其語

音穩定性。 

2.「居居韻」、「杯稽韻」及「科伽韻」的喉入韻共 3 類與晉江話說法相同。 

3.「居龜韻」及「毛褌韻」與泉州話說法相同。其中「毛褌韻」的詞形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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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e/，但咱人話與泉州話皆為高降調，而晉江話與鹿港話則為中平調，

因此將此韻歸類作與泉州話相同。 

4. 「科伽韻」、「關觀韻」、「風公韻」及「卿經韻」的入聲調則是咱人話、

泉州話及晉江話說法皆相同，並且一致地與鹿港話說法不同，其中「科

伽韻」不止是說法不同，本文所列舉的「螢火蟲」，鹿港話也與三語不

同，唸為/ hɘ35kim33k033/，其詞形較接近台灣普通腔的說法「火金姑」

/hue55 kim33 k055/。另外，鹿港話的「關觀韻」有 2 讀，但仍依第 1 讀

法為主，因此將此 4 韻歸作同一類。 

由此 15 韻類的詞彙比較可以得知，四語皆是泉州腔系的語言，有 8 韻類是

四語皆相同。3 韻說法與晉江話相同、2 韻與泉州話相同、4 韻同時與泉州話、

晉江話相同，但沒有任何一類是咱人話與鹿港話單獨相同。 

因此從上所述，咱人話的音系特點與晉江話最接近、泉州話次之，與鹿港

話差異最大。而泉州話與鹿港話除了四語相同的 8 韻類以外，僅有「科伽韻」的

喉入韻相同112，但就 15 韻類而言，鹿港話與泉州話共有 9 韻類相同，因此鹿港

話在台灣的閩南語當中被當作泉州腔的代表其來以自。 

 

2. 介音的比較 

張屏生（1996）的研究是以同安腔音系的各方言點作語音詞彙比較，在「介

音/i/的有無」列舉了 7 字113作比較，提及（1996：154）：「同安、金門、馬公、

西嶼、湖西多半沒有介音/i/，蘆洲、大同有介音/i/，後寮部分有介音/i/，部分沒

有介音/i/。」王桂蘭（2010）討論淡水同安腔時也列舉 5 字114作「介音/i/的有無」

的比較，並提及（2010：32）：「中國同安字例裡，多唸為無介音，來到台灣本島，

台北全都有介音，淡水只剩一個詞彙是沒有介音的，越接近台北中心的地方，介

音數量越多，有可能是受到台灣普通腔的影響。」 

 

                                                
112 張屏生（2007A：11）：「如果是單一語料，音位化以後要記哪一個符號，問題不大。但是如

果是要把幾種語料擺在一起的話，會容易使人產生錯誤的對應，所以筆者才把台南的央元音

音位化為/ə/，把偏泉腔『科』韻的例字記成/ɘ/。有些學者認為/ɘ/太不常見，還是用/ə/比較恰

當。」由這段話/ɘ/與/ə/是同音位，因此可將此韻類當作是泉州話與鹿港話相同的韻類。 
113 張屏生（1996：200-201）：「褿/tsau5/、撨/tsiau5/、針/tsam1/、鉎/san1/、雙/sa1/、同/sa5/、

摔/sak4/。」 
114 王桂蘭（2010：31）：「針/tsam55/、鉎/san55/、雙/sa55/、汁/tsap/、摔/s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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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語言點可以了解，這 7 個字無介音/i/是泉州系的語言特色之一，

是故本文將於本章第一節討論咱人話音系特點時，將泉州話、晉江話及鹿港話一

併比較，在此也將四語製成有無介音/i/表格，並在綜合表格裡呈現 3 詞彙。 

表 36：介音/i/的有無  

 針/(i)am/ 雙/(i)aq/ 汁/(i)ap/ 

咱人話 tsam33 sa33 tsap5 

泉州話 tsm33 q33 tsap5 

晉江話 tsam33 q33 tsap5 

鹿港話 tsam33 q33 tsap5 

從上列表格可知，四語 3 詞彙皆無介音/i/，其語言現象非常穩定。除此之

外，咱人話裡的「囝」唸為「kã33」；「仝」唸為「saq13」；「摔」（摔倒之意）唸

為「sak5」。如上所述，有些泉州系的語言點在這些例字裡已陸續唸為有介音/i/

的說法，但咱人話這個語音特色仍穩定存在。 

 

（二）詞彙 

詞彙、語音和語法是語言中，常被分做探討的三個方向，缺一不可。其中，

詞彙是人們生活中經驗的累積與反應，葛本儀（2001：1）提到：「早在 50 年代，

斯大林就已經指出，『拿詞彙本身來說，它還不是語言，它好比是語言的建築材

料。』」雖然建築材料的本身並不能代表是一整棟房屋，但若沒有這些基礎的建

築材料，那麼房屋也無法順利建成，而詞彙在語言中的意義即是如此。 

分佈在不同地區的語言變體，指稱同一概念的詞彙自然隨著當地環境的影

響而有所不同。但不代表著每一詞彙因此改變，如偏泉系的特殊詞彙「通懷仔

（口袋之意）」（t033 kui13）、「螳螂」（t011 b013）、「清明節」（tsuĩ33 miã13），

本文所討論的四語其發音、詞形、詞義皆相同。 

本節就詞彙不同的部分分作「詞形相同，詞義不同」、「詞形不同，詞義相

同」、「詞形相同，音讀不同」以及「咱人話特殊詞彙」四個部分並列舉幾例詞彙

做討論。 

1. 詞形相同，詞義不同 

（1）.「司機」  

咱人話的說法為「車頭」（tsia33 tau13）；泉州話為「司機」（s33 ki33）；

鹿港話為「司機」（s33 ki33）、「運轉手」（un11 tsuan13 tsiu55）。泉州話與鹿港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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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首字元音不同外，其他皆相同，但台灣鹿港話因為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

影響，而出現「運轉手」（うんてんしゅう）的說法。 

特別的是，台灣的「車站」唸為「車頭」（tsia33 tau13），不論是火車站或

是公車站，皆能使用「車頭」來指稱，這與咱人話所指稱的「車頭」為司機有著

不同的意義。 

 

（2）.「小呂宋」 

在菲律賓華人所指稱的「小呂宋」（sio13 li11 s051）是指早期的新加坡；但

在晉江話的「小呂宋」（sio13 li22 s031）是指菲律賓或是呂宋島之意，與菲律賓

華人所指稱的地點不同。 

可能菲律賓華人已位在「呂宋島」本地，因此將同為華人移民但其腹地較

小的新加坡認為是「呂宋第二」因此稱之為「小呂宋」，但菲律賓華人回到中國

閩南地區時，則會自稱為「呂宋客」（lu55 s011 ke 5），指的即是往返菲律賓的

華人。而中國本地的人們皆在原地，認為「呂宋」指的即是南洋地區，因此將菲

律賓指稱為「小呂宋」，而「大呂宋」指的是印尼。 

 
2. 詞形不同，詞義相同 

（1）.「橡皮擦」 

咱人話的說法有 3 種，分別「橡奶擦」（tsiu33 nĩ33 tsat5）、「鉛筆拭」（iam11 

pit5 tsit5）、「拭拭」（tsit1 tsit3）；泉州話為「橡奶擦」（tsiũ22 lin33 tsit5）；晉

江話為「樹柅拭」（tsiũ41 nĩ33 ts it5）；鹿港話為「拭仔」（tsit5 la55）。 

漢字的選用上雖有不同，但第一種指稱方式為「橡奶擦」，其四語語音相近，

第一字「橡」、「樹」差別在於有無鼻化韻；第二字「奶」、「柅」是聲母上/n/與

/l/的差別；第三字「擦」、「拭」則是元音/a/與/i/的差別，但此 2 字皆是「擦」的

意思，因此「橡奶擦」在 4 語語音的差異性不大，若是以構詞的方式來看皆屬

於「賓述式複合名詞」115。 

咱人話第二種指稱方式為「鉛筆拭」，主要是以功能取向命名「擦掉鉛筆所

寫出的線條」，與第一種構詞方式相同。第三種指稱方式為「拭拭」，主要是將

                                                
115 盧廣誠（2003：46）：「這類複合詞的賓語名詞出現在述語動詞之前。所構成的語詞通常是食

物、工具或用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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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動詞重疊以作語詞上的轉類116成為代表橡皮擦的名詞，這樣的構詞方法與

鹿港話的「拭仔」相同。 

「橡皮擦」在詞形上有些許不同，詞義相同，而其構詞方法主要是以 2 種

方式來呈現。 

 

（2）. 「蝌蚪」 

咱人話唸「蝌蚪」（kə33 tiə55）；泉州話的「蝌蚪」唸為「烏胿魚」（33 kui33 

h24），小青蛙唸為「瓉䗋」（am24 bui24）；鹿港話唸為「瓉梅仔」（am11 mũi11 a55）。 

「蝌蚪」這個詞彙的詞形極為不同117，多數唸為「瓉䗋」（am24 bui24）、「瓉

梅仔」（am11 mũi11 a55）等相似詞彙，但咱人話唸為「蝌蚪」（kə33 tiə55），推

測可能是從漢語部分借入這個詞彙，將「kə tou」轉唸為「kə33 tiə55」，如同

本文上節討論詞彙借用的方式，漢語相較於咱人話亦是另外一種語言，如同英語、

西班牙語、Tagalog 語一樣，借用詞形後再調合成符合自身語音規則的方式唸出。 

 

（3）.「汽車」 

咱人話唸為「風車」（hua33 ts ia33）；泉州話唸為「大車」（tua41 tsia33）、

「汽車」（ki41 tsia33）；鹿港話唸為「自動車」（ts11 tq11 ts ia33），4 個詞彙皆

是以「車」字尾，但使用不同的形容方式組合成名詞。泉州話的「汽車」應該與

漢語的語言接觸有關，直接轉譯進入泉州話的詞彙裡，而「大車」是相較於機動

車比較而來，至於鹿港話的「自動車」則是來自於日語詞彙（じどうしゃ）。咱

人話的汽車稱為「風車」實為特殊。 

 
 
 

                                                
116 盧廣誠（2003：50）：「一個語詞由某一種詞類轉變為另一種詞類，稱作語詞的轉類（conversion）。

台閩語常以構詞的手段，如附加詞綴或類詞綴，或以重疊的方式，來造成詞類的轉換。」 
117 蔡惠名（2009，80-81）列舉中國、台灣各個相關七本詞典裡有關「蝌蚪」的記錄，其中在高

雄旗津調查顯示，保留 4 種說法分別為 1. [33 tam55 ma51]、2. [t11 kuai55a51]、3. [tua11 t11 at33 

a51]、4. [am11 ui33 a51]，其中第 1 種是日文詞彙的殘留，日文唸法為「お玉杓子」（おたまじゃ

くし）；第 2 種與卜溫仁 1995 年的研究相同，在高雄旗津附近也唸為[t11 kuai55a51]；第 3

種唸法可能是以該動物的形象而作命名的詞彙，可能是屬於較新的形式；第 4 種則

和張屏生 2007 年對於紅毛港所調查的唸法相同。 

 



 

120 
 

3. 詞形相同，音讀不同 

（1）.「龍眼」 

咱人話唸為（li11 uĩ55）；泉州話唸為（guĩ24 guĩ55）；鹿港話唸為（gi11 gi55）

或是（li11 gi55）。後字不論是唸/uĩ55/（guĩ55）、/ gi55/都是「研」的白讀音，

分別是/uĩ55/（guĩ55）及/ gi55/。 

 

（2）.「麵包」 

咱人話、泉州話及晉江話皆唸為「麵頭」（bin11 tau13），鹿港話唸為（p  55），

除了鹿港話使用日語的詞彙「パン」，而「pa51」在台灣普通腔裡是唸為陰上

調，鹿港話的陰上調唸為/55/，因此仍有別於台語，但跟台語相比僅是調值的差

異，與其他 3 語有著更大的不同性。 

 

（3）.「肥肉」 

咱人話唸為（pui11 mãk5）；泉州話唸為（pui24 hiak5）、（pui24 baw5）；

鹿港話唸為（pui11 ba 5）。其讀音差別在於「肉」的文讀音為/ hiak5/、白讀音

為/ baw5/，但咱人話發音「肉」的時候多是/ mãk /，有時出現/mã/，因此皆與其

他地方的唸法不同。 

 
4. 咱人話特殊詞彙 

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歷史極長，在發展的過程中有別於中國或是台灣的特殊

詞彙眾多，因此本文僅揀選 8 例作討論，但有些詞彙若有其相關性則一併列出。 

（1）.「番」 

「番」一詞通常都會用來稱呼外地或是外族，是一種區分你我的詞彙118。

華人早期離開原鄉下南洋，通常以「番地」（huan33 tue53）來表示華人定居的異

地，「番婆」（huan33 po13）是指菲律賓女性，自稱往返菲律賓的華人為「番客」

（huan33 k   5）。而這類的華人回到原本的家鄉則稱為「番客回鄉」（huan33 k   1 

  33  033），這些都是夾雜著歷史背景而以「番」作詞彙，成為菲律賓華人的

特殊詞彙組之一。 

                                                
118 陳恒漢（2008：36）：「根據漢語文獻，早在漢代以前，中原漢人就已經用『胡』來指北方和

西域少數民族，用『番』來指南部和西南部的少數民族。漢代以後，『胡』與『番』被用來泛

指一切跟外邦異域有關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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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華人將自稱「番客」改稱為「華僑」（hua11 kiau13），並以前往菲律賓

的時間區分為「老僑」（lau11 kiau13）及「新客」（sin33 k   5），主要區分的時間

點在於 1973 年《新國籍法》實施後入籍的華人稱為「老僑」，而這波入籍潮直到

1987 年完成，之後再進入菲律賓華人社會的中國移民則稱為「新客」。而若是對

於華人族群裡較不好的稱呼則稱為「僑仔」（kiau11 a55）有輕視之意。 

 

（2）.「水泥」 

咱人話的「巴塗」（pa33 t013）是水泥之意，因此以水泥所建造成的建

物物皆以「巴塗」作詞彙，例如「水泥屋」為「巴塗厝」（pa33 t011 tsu51）；

「水泥橋」為「巴塗橋」（pa33 t011 kio13）；「水泥路」為「巴塗路」（pa33 t011 

l033），附帶一提的是「柏油路」唸為「烏煙油路」（033 ian33 iu11 l051）是以

該材料所散發出的黑煙來形容。  

 

（3）.「墳墓」 

菲律賓華人選擇在菲律賓落葉歸根，其最後的安眠地稱為「義山」（gi11 

san33）或是「新山」（sin33 suã33）。  

 

（4）.「戴綠帽」 

咱人話稱呼「妻子外遇的男人」為「做孟買」（tsue55 b011 bai55），「孟買」

（Bombay）如本章第二節討論咱人話與 Tagalog 語的語言接觸時已提及過，是印

度的城市之一。  

 

（5）.「鄉下人」 

咱人話稱呼「住在鄉下或較偏僻地區的人，且較不了解外界的事務」為「山

猴」（suã33 kau13）或是「田倯」（tsan11 s013），這樣的稱呼不限定在某一族群，

是以地域性的概念作稱呼，是一種城市人對非城市人的謔稱。 

 

（6）.「屘」 

咱人話稱最小的小孩為「煞尾囝」（sua 5 be13  kã33）；稱呼最小的孫子為

「煞尾孫」（sua 5 be13 sun33），「煞尾」可以接續其他稱謂，以表示其同輩中排

行在最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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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dam Apple」 

咱人話以英語詞彙「Adam Apple」稱之，並且發音人不知道原有的閩

南語裡「喉結」的唸法，由此可知此詞彙進入咱人話已是穩定用法。 

 

（8）.「Banana Q」 

此為菲律賓著名的在地小吃之一，主要是由炸香蕉，並以串燒的方式

將香蕉串起而成的點心。不論何種族群，皆以此為名。  

綜合以上討論，語音部分三國四地的語音系統有其絕大部分的相似性，

而咱人話與晉江話的詞彙語音最為相似。詞彙部分，則是區分不同的詞形、

詞義及音讀以分類討論，其中咱人話與鹿港話差異最大，尤其是在鹿港話

吸收了日語詞彙部分。最後，咱人話的特殊詞彙則顯現出在地化後與其他

三地的閩南語有所不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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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主要是在討論咱人話目前在菲律賓的語言現況，分成四大部分說明。 

首先，確立咱人話的語音系統及其韻類，確實是以晉江話為語言底層，但

與中國晉江話已有差異，咱人話不只擁有晉江話的語音特色，更融入泉州話的 2

元音/ə/及//；並與晉江話有 4 個韻類的差異，但皆為 80 韻類。再列舉 15 類的

音系特點，描繪出咱人話的語音樣貌。 

其次，咱人話在菲律賓國內較容易接觸到的語言即是西班牙語、英語及

Tagalog 語，因此進行咱人話與三語的詞彙討論，發現西班牙語多留存在宗教性

的詞彙上；與 Tagalog 語是互動最頻繁的語言，雙語之間皆有雙語的語言借詞；

英語則是廣泛使用在各階層，不論是 Tagalog 語還是咱人話皆是接受方的角色。

再討論英語、Tagalog 語及咱人話三語之間借詞時的音韻改變，發現當外來詞借

入時，必須符合自身語言的語音規則，因此不論是有無送氣、有無鼻音、有無重

音等語音規則皆在借用時嶄露無遺，因此一但借入後便成為該語言的詞彙之一並

穩定使用。 

再者，討論位於馬尼拉中國城王彬街的商業招牌共計 152 面，發現使用「中

西並行」的招牌模式佔比超過半數，其中英文是最主要的使用語言文字。而使用

咱人話的部分佔整體的 18%，是除了英文以外，第二大廣泛使用的語言。菲語、

西班牙語在該街道上，各自僅有 1 面招牌，可見其語言選擇的明確性。 

最後，咱人話在地化之後勢必與中國原鄉的閩南語以及同為移民語言的台

灣台語有所不同，因此選用泉州話、晉江話及鹿港話進行語音詞彙、介音/i/的有

無以及詞彙與之比較。語音部分，咱人話的詞彙與晉江話最接近、四語仍保持偏

泉系的語音特色，3 詞彙裡皆無介音/i/。詞彙部分，在詞形、詞義及音讀不同，

皆有其不同，特殊詞彙部分則是較多為定居當地之後所發展的詞彙以及外來語的

使用。 

本章列舉 6 語與咱人話進行語音、詞彙的討論，試圖以多面向、多角度的

方式勾勒出咱人話的現況。咱人話不但保有閩南語的原有特色，且加入了西班牙

語、英語及 Tagalog 語的語言特色，使其語言更為豐富，成為閩南語國際變體裡

的重要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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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人在菲律賓的語言使用現況 
 費希曼（J. Fishman）曾經說過，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的一部分。當一

個人在使用一種語言時，他就是在表明他是這個民族的一份子。（徐大明、陶紅

印、謝天蔚，1997：17）。華人在菲律賓是個少數族群，為了融入當地社會，學

習其當地語言是必要之事，而在數百年的歷史裡華人仍然使用著自己的語言，顯

示其對母語的語言忠誠，如同鄒嘉彥、游汝傑（2007：76）所言： 

雙重語言現象得以常久維持的主要動力是對母語的「語言忠誠」

（language loyalty），語言忠誠並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文化心理，語言和

方言是民族或民系認同的重要標誌。最典型的例證是東南亞華人的雙重

語言現象。 

因此，綜合其環境要素造就出菲律賓華人多是多語使用者的現象。而菲律

賓華人是否會因為環境的改變而選擇不同的語言使用，又或者華人對於目前所使

用的多種語言裡又是何種的語言態度119。誠如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所言「何人何地

何時對何人說何種話，何種原因」，入籍之後的華人面對不同的環境、人物等因

素而選擇了不同的語言應對，這即是本章節所探討的主要目的。故本章節以問卷

調查的方式進行一系列的語言使用調查，進而探討究竟是對咱人話仍然展現語言

忠誠亦或是已產生語言轉移等相關議題。 

 

 

 

 

 

 

 

 

 

                                                
119 鄒嘉彥、游汝傑（2007：100）：「語言態度（language attitude）是指個人對某種語言或方言的

價值評價和行為傾向，例如一個會說普通話的人對粵語的價值評價，和他實際上使用粵語的

行為傾向，即他在什麼場景使用粵語、使用粵語的實際頻率。影響語言態度的因素主要有三

方面，一是這種方言的社會地位。二是使用這種方言在實際生活中的比較性。三是語言感情

傾向有時候可能導致提高對家鄉話的價值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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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問卷設計 

欲討論華人在菲律賓的語言使用情況，則必須透過問卷調查進行一系列的

數據顯示及分析，因此為使問卷擁有其效度及可信度，必須對於人、事、時、地、

物等相關事項有所設限，以下分項簡述： 

（一）人 

本章以菲律賓華人為調查對象，只要出生於菲律賓並且其父母一方擁有華

人血統即可受訪。另外，由於 1973 年新國籍法通過後，華人入籍菲律賓成為順

水推舟之事，因此在國籍部分不作限定。調查對象的範圍裡又分作二類族群： 

1.成人問卷 

在上述的前提之下，再以社會語言學裡的年齡及性別作定量研究120的選項。

問卷對象至少需滿 20 歲，並且小於或等於 80 歲，分為三個年齡層（老、中、青），

並且再分性別，由此組合成 6 個區間，每個區間皆是 80 份，共計 480 份問卷。 

表 37：成人問卷性別與年齡表 

 年齡組 

1937 年-1956 年 

 (60 歲-80 歲) 

1957 年-1976 年 

(40 歲-60 歲) 

1977 年-1996 年 

(20 歲-40 歲) 

性 

別 

男 80 份 80 份 80 份 

女 80 份 80 份 80 份 

 
2.學生問卷 

此調查對象以菲律賓基督教靈惠學院（Grace Christian College）中學部的學

生為主
121

。此範圍調查對象一樣以年齡及性別作為定量研究的選項。該中學部是

7 年級至 11 年級，共有 5 個年級。此 5 個年級，約略等同於台灣的國中及高中

體制，因此本文將 7-9 年級（學生 1）及 10-11 年級（學生 2）分為兩年齡層，

再區分出性別共得出 4 個區間，皆有 225 份，共計 900 份問卷。 

 

                                                
120 鄒嘉彥、游汝傑（2007：18）：「社會語言學注重定量研究和分析，主要是出於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社會語言學要研究語言變項和社會變項的關係，用數理統計的方法更能說明兩者的

相關性。另一方面，社會語言學要求多人次地調查語言變體，調查所得的大量資料只有透過

數量化、概率統計、定量分析才能說明問題。」 
121 作者於 2016 年調查該校中學部學生時共有 1,079 人。扣除外籍生、非華人學生以及無效問卷

後，再以社會語言學定量研究的理論為基礎，最後共計 900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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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學生問卷性別與年齡表 

 年齡組 

學生 1 學生 2 

 1997 年-2000 年 

(16 歲-19 歲) 

2001 年-2004 年 

(12 歲-15 歲) 

性 

別 

男 225 份 225 份 

女 225 份 225 份 

章石芳於 2011 年時針對全菲律賓華校學生進行抽樣調查，但僅討論學生族

群的華語現象，因此本文將調查對象擴充，不僅擁有學生族群（900 份），亦包

含成人族群（480 份），再以社會語言學的方式，以年齡層及性別作限定，總計

1,380 份問卷。 

 

（二）事 

菲律賓華人因為學習當地語言再加上使用自己的母語，在語言選用上擁有

較多的選擇權。本章節即以此為基礎編列問卷內容，以期望了解菲律賓華人面對

不同人事物時的語言選擇進而討論語言轉移及語言忠誠。 

 

（三）時 

為求二類族群的時間點一致性，故皆以 2016 年 3 月為起始點。 

學生問卷：作者任職於靈惠學院之際，獲得校方同意得以在學期中進入教

室發放問卷，故時間較為集中，自 2016 年 03 月 17 日至 4 月 12 日。 

成人問卷：調查成人族群必須倚靠非授課時間，故訪問問卷時間較長，自

2016 年 3 月 10 日至 8 月 7 日。 

 

（四）地 

接受問卷調查的華人不論哪類族群，其必須都是世代定居於大馬尼拉都會

區，或是定居在該地區超過 30 年。若再細分大馬尼拉都會區則以馬尼拉（Manila）、

計順市（Quezon City）及聖胡安市（San Juan City）的地點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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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標記大馬尼拉都會區的菲律賓全圖及其行政區域圖 
 
（五）物 

問卷內容共分為 7 類，分別是國族認同、語言態度、語言保存、語言與社

會、語言與人群、語言與教學及語言與宗教共計 50 題122。表格如下： 

表 39：七大類與問卷題目分類表 

類別 題目 總數 

(一)國族認同 1、2 共 2 題 

(二)語言態度 24、25、26、34、35、40、41、42、43、44、45 共 11 題 

(三)語言保存 36、37、46、47、48、49、50 共 7 題 

(四)語言與社會 3、4、5、6、7、8、9、10 共 8 題 

(五)語言與人群 11、12、13、14、15、16、17、18、19、20、21、

22、23 

共 13 題 

(六)語言與教學 27、28、29、30、31、32、33 共 7 題 

(七)語言與宗教 38、39 共 2 題 

上表是本章第二、三節進行論述時各類別裡所包含的問卷題目及總數。不

論是成人族群或是學生族群皆使用同份問卷，僅在選填年齡上有所差異。另外，

考量菲律賓華人較為熟稔英文，因此問卷內容皆以華語、英文雙語呈現，讓受訪

者能完全了解其題意後而選答。 

綜合千份問卷，本文以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第

23 版系統進行問卷數據分析，再輔以使用 EXCEL 系統製圖表，呈現出華人在菲

律賓的語言使用現況。 

                                                
122 完整問卷內容請參考本文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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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菲律賓華人的語言使用（1） 

（一）國族認同 

此類共計 2 題，討論國族認同及身分認同。第 1 題「你認為你是哪國人？」

在綜合數據顯示成人族群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 45%、中國人 50.6%、台灣人 4.4%。

學生族群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 78.6%、中國人 19.3%、台灣人 1.8%。如下表123： 

表 40：你認為你是哪國人？ 

成人族群 
次數 

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有效 菲律賓人 216 45.0 45.0 45.0 

中國人 243 50.6 50.6 95.6 

台灣人 21 4.4 4.4 100.0 

總計 480 100.0 100.0  
 

學生族群 
次數 

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有效 菲律賓人 707 78.6 78.6 78.8 

中國人 174 19.3 19.3 98.1 

台灣人 16 1.8 1.8 99.9 

總計 900 100.0 100.0  
 

此數據是不分性別、年齡所得出的綜合結果，成人部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超過半數、學生族群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則是將近8成，可見國族認同族群上的

落差。若再細分出性別及年齡層則可更為清楚得知下圖： 

  
圖 13：你認為你是哪國人？ 

成人年齡層裡認為是菲律賓人的比例微幅上升，自老年層43.1%、中年層

41.9%至青年層50%；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是51.9%、55.6%、44.4%，在中、

青年層中有11%的下降，這有可能是因為1973年國籍法的修訂，讓原本的中國華

                                                
123 在本章節裡，所有數據資料皆以 SPSS 系統計算而成，因此僅在此呈現出該系統計算出數據

後的列表，此後在行文中則以整合各面向因素後的圖樣顯示。本章節討論的模式首先以兩族

群的整體數據作一概略的討論、再細分性別及年齡層探討數據上是否有明顯的差異，有必要

時則再加上其他的合併圖表進行更細緻的討論。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菲 50.00% 39.20% 78.20% 77.10%

中 45.40% 55.80% 18.90% 19.80%

台 3.80% 5% 2.0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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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是哪國人？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菲 43.10% 41.90% 50% 83.10% 74%

中 51.90% 55.60% 44.40% 15.80% 22.90%

台 5% 2.50% 5.60% 0.9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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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是哪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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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得以成為菲律賓華人，因此在青年層上的國族認同有了近1成的影響。 

相較於成人，學生年齡層拉開了二國之間認同的距離，學生1有83.1%、學

生2有74%皆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而認為是中國人僅剩15.8%及22.9%，與成人

年齡層存在不同。有可能是因為這階段的學生已是至少第二代以後在菲律賓出生

長大，對當地的認同更為加深，因此產生極大的差距。 

若分性別，成人男女認為是菲律賓人分別是50%及39.2%、認為是中國人分

別是45.4%及55.8%，其性別上的國族認同有著1成比例的差距，男性認為是菲律

賓人、女性認為是中國人的皆超過半數，由此數據可得知女性仍然多傾向於母國

的認同，男性則較能接受落地生根於菲律賓。學生不論男女皆高達78.2及77.1%

認同自己是菲律賓人，可說在國族認同上已完成整合，顯示出學生族群在國籍上

的認同已無成人族群上的猶疑，在學生時期即足以確認自己是菲律賓人。 

探究第2題「你覺得華裔是否要有中文名字？」在綜合數據顯示成人族群認

為要有中文名有97.7%、學生族群有86.7%，皆顯示出華人需要有中文名的必要

性，也表現出華人對此身分的身分認同。再細分性別及年齡層如下圖： 

  

圖 14：你覺得華裔是否要有中文名字？ 

上圖顯示不論細分性別或年齡層其共同性極高，成人部分高達 9 成、學生

部分高達 8 成，此二類族群雖有近 1 成的差距，但整體而言仍具有相當高的共識。 

綜合 2 題而言，國族認同上兩族群有著不同的共識，成人族群仍認為自己

是中國人為多、學生族群則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為多。身分認同上，則不分族群、

性別、年齡層，皆具有高度認同華裔需要有中文名字，可見中文名字對於華人而

言在菲律賓有其顯著性及必要性。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是 97.10% 98.30% 85.80% 87.60%

否 2.10% 0.40% 8.40%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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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態度 

此類討論共計 11 題，分成 3 題組作討論。 

(1) 第1類題組 

語言常常是種有意識的行為，面對不同的人事物往往使用著不同的語言應

答，因此第 1 類題組欲探究菲律賓華人在較自然無意識中使用何種語言，意即這

可能是較無防備心時，或是較無與人交際間的功能性取向，以自然無意識為出發

點所使用的語言，此類共計 4 題，如下表： 

表 41：第 1 類題組百分比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咱 華 菲 英 咱 華 菲 英 

24.看到貓狗，你會用哪種語言跟牠們講話 26 6 35 23.8 7.2 4.1 50.2 52.8 
25.你作夢時，通常是以何種語言在夢裡講話 53.5 14 29 22.5 11.4 7.8 51 77.7 
26.當你在想事情的時候，你使用何種語言 57.9 16 20.8 24 8.9 4.3 44.7 70.3 
35.當你生氣時，最常使用何種語言表達怒氣 62.1 10.4 28 15 13.6 4.7 63.3 42.2 

成人除 24 題使用菲語為多以外，咱人話皆為主要使用語言，菲語其次，英

語略低於菲語、華語則約佔 1 成。而學生族群裡咱人話已被邊緣化，與華語綜合

起來的佔比僅佔 2 成，而 4 題裡僅有 35 題使用菲語的佔比最高，其他 3 題皆以

英語為主要使用語言。若以年齡層區分二類族群，如下圖所示：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36.3 25 16.3 7.8 6.7

華 4.4 3.8 8.8 5.1 3.1

菲 28.7 38.8 37.5 52.9 47.6

英 16.3 26.3 28.7 51.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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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遇到貓狗使用的語言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67.5 63.7 29.4 11.6 11.3

華 9.4 11.3 20.6 7.3 7.8

菲 10.6 33.1 44.4 56.2 45.8

英 8.1 20.6 38.8 73.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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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作夢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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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第 1 類題組年齡層圖 

24 題，咱人話在成人裡逐層下降，華語位於低位，而英語與菲語則逐層上

升，對貓狗使用的語言明顯出現轉變。而學生年齡層裡則顯示出皆以菲語與英語

使用為多，甚至學生 2 的部分此 2 語皆超過半數。 

25 題，咱人話在中、青年層間產生變化，使用咱人話作夢的比例自中年層

到青年層間快速下滑，菲語及英語緩慢爬升。學生族群裡皆已菲語與英語作夢的

比例佔多數。 

26 題與上題相同，在中、青年層間產生變化，形成成人族群裡的青年層與

學生的兩族群年齡層皆以菲語語英語為主要使用語言。 

35 題成人族群裡同樣在青年層產生變化，但在學生年齡層裡，前 3 圖的英

語使用皆高於菲語，而此圖卻是菲語高於英語，若單看學生的年齡層，未來英語

的使用佔比有可能會超越菲語。 

總的來看，咱人話在老、中年齡層皆屬於穩定的使用語言，但自中年層到

青年層及學生年齡層時則急速下滑，往華語靠攏。菲語呈現穩定的方式逐步往上、

英語相較於菲語顯得快速竄升。這些數據顯示或可重新分類此 5 年齡層，一是成

人的老中年齡層穩定使用咱人話、二是青年層及學生二年齡層皆以菲語與英語為

主要使用語言。在這較無語言意識的題組裡，反映出哪些語言與自己是最親近的，

成人與學生已明確選擇出各自的答案。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78.1 63.7 31.9 10 11.3

華 15.6 14.4 19.4 5.1 7.8

菲 6.3 20.6 35.6 51.1 45.8

英 8.8 23.1 40 67.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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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想事情的語言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76.9 70.6 38.8 15.8 11.3

華 9.4 7.5 14.4 5.6 3.8

菲 12.5 26.9 43.1 68.7 58

英 7.5 15 21.3 38.2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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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生氣時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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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性別來區分本題組124，由於數據顯示上較無太大差異，多半差距在 10%

以內因此不再逐圖製作，僅以第 25 題作夢所使用的語言來作討論。如下圖： 

 
圖 16：你作夢的時候，通常都是以何種語言在夢裡講話？(分性別) 

受試者作答此題時，有些人會提及雖有作夢但醒來後已忘記夢境內容，僅

能以模糊的印象選填此題，因此在此題的數據裡或許無法精確表明其語言使用原

則，但仍能顯現出2大特點，一是此題所有數據顯示皆是成人女性高於成人男性，

二是僅有咱人話差異較大，女性多男性 15.5%在作夢時使用咱人話。而學生的部

分，男女生並無太大的差異，使用英語佔 7 成以上、菲語佔 5 成。 

 

(2) 第2類題組 

此部份共計 3 題，首先單單討論一題「你認為咱人話對你的日常交際是否

有用？」，再討論「你認為咱人話和華語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首先討論咱人話在日常交際上是否有用，是關於對於咱人話的評價、價值

或是具有功能性傾向的一題，並且沒有搭配其他語言作選項的選擇，因此是一題

                                                
124 第 24 題、25 題、26 題及 35 題區分性別的各項數據放入於此。 

24 題 咱 華 菲 英 25 題 咱 華 菲 英 

成人(男) 27.9 5 31.7 20 成人(男) 45.8 12.1 26.3 20 

成人(女) 23.8 6.3 38.3 27.5 成人(女) 61.3 15.4 32.5 24.2 

學生(男) 8.2 4.2 54.3 48.9 學生(男) 11.3 8 50.9 76.2 

學生(女) 6.2 4 46 56.7 學生(女) 11.6 7.1 50.1 79.1 

26 題 咱 華 菲 英 35 題 咱 華 菲 英 

成人(男) 57.1 10.8 22.9 21.7 成人(男) 61.7 8.3 27.5 14.6 

成人(女) 58.8 22.1 18.8 26.3 成人(女) 62.5 12.5 27.5 14.6 

學生(男) 9.1 1.6 46.7 69.1 學生(男) 14.9 4 66.9 38 

學生(女) 8.7 2.8 42.7 70.7 學生(女) 14.2 5.3 59.8 46.4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45.8
61.3

11.3 11.612.1 15.4 8 7.1
26.3 32.5

50.9 50.1

20 24.2

76.2 79.1

25.你作夢的時候，通常都是以何種語言在夢裡講話？

咱 華 菲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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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了解咱人話在菲律賓華人心目中的評價。 

整體數據顯示成人族群認為咱人話有用佔 82.9%、還好 15.2%、沒有 1.7%。

學生族群認為有用佔 52.8%、還好 38.9%、沒有 7.7%。相比之下成人對於咱人話

擁有極高的評價，而學生部分則過半數認為有用，但這部分與成人族群有 30.1%

的落差，對咱人話而言是個警訊。另外，學生認為還好的佔比也多成人 23.7%，

可見咱人話的重要性大幅下滑。若再細分性別與年齡層，則顯示出下圖： 

  

圖 17：你認為咱人話對你的日常交際是否有用？ 

以性別作兩族群的比較，具有高度的相同性。成人男女皆有 8 成以上認為

咱人話有用、學生約有 5 成左右。學生部分認為有用及還好的則逐漸趨近。 

以年齡層作區分，成人部分認為有用的逐層降低，認為還好的逐層上升。

而學生的部分則與性別相同，認為有用及還好的逐漸趨近。各項數據中皆顯示出

成人認為咱人話有用的程度遠高於學生族群，可見咱人話在兩族群心目中的不同

評價。再來討論的分別是咱人話及華語最重要的部分在哪裡。如下表： 

表 42：咱人話與華語最重要的部分在哪裡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長輩 華社 菲華 多語 長輩 華社 菲華 多語 

40.咱人話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79.2 78.8 39.4 48 81.1 75 50.2 69.8 
41.華語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55.6 77.1 36.3 52 68.7 78.6 50.8 69 

此題組是複選題，因此各個選項比例都偏高，成人與學生族群認為咱人話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與長輩說話、認為華語最重要的部分則是在華人社團裡與人互

動。但無論是成人或是學生，認為可以知道自己是菲律賓華人皆是四選項中最低

的，可見這二語可能與菲律賓在地認同上的連結有所距離。另外此題組在性別上

較無太大差異，因此僅將此二題區分年齡層，顯示於下圖：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有 83.8 80.1 48.9 56.7

還好 13.3 2.5 39.8 38

沒有 17.1 0.8 10.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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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咱人話對日常交際是否有用？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有 92.5 87.5 68.8 54.4 51.1

還好 6.9 11.3 27.5 38 39.8

沒有 0.6 0.6 3.8 6.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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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咱人話對日常交際是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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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咱人話與華語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就這 2 題組的數據顯示125，在年齡層上此二題出現的共同點在於「可以長

輩說話」及「在華人社團與人溝通」，此二選項皆佔有高比例的重要性，但較為

特別的是學生年齡層裡認為與長輩說話所使用的華語（80.9%及 81.3%）高過於

咱人話（70.7%及 66.7%），這可能是近年來因華語熱的出現，華語在菲律賓華人

間重要性大幅上升有關，在二語之間出現了約 1 成的差異。 

另一項差異是「可以比別人多會一種語言」這選項上，無論咱人話與華語

皆從老年層 2-3 成上升至青年層及學生的 6-7 成的比重，可見在中老年齡層的部

分認為此二語言可能是自身的語言，並不認為這是額外多出來的語言，因此不認

為這是多學會的一種語言；而青年層及學生族群裡，則可能是將此二語言當成是

母語之外的第二語言的態度來學習，因此認為學習此二語言可以比別人多會一種

語言，才導致此數據上的差異。 

 

 

 

                                                
125 第 40 題及第 41 題區分性別的各項數據。 

40 題 長輩 華社 菲華 多語 41 題 長輩 華社 菲華 多語 

成人(男) 78.3 82.5 37.1 45 成人(男) 58.3 78.8 33.8 46.3 

成人(女) 80 75 41.7 50 成人(女) 52.9 75.4 38.8 58.3 

學生(男) 63.6 73.3 52.2 31.9 學生(男) 63.6 73.3 52.2 63.8 

學生(女) 73.8 83.8 49.3 37.1 學生(女) 73.8 83.8 49.3 74.2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長輩 71.9 82.5 83.1 70.7 66.7

華社 76.9 79.4 80 80.4 76.7

菲華 21.9 48.8 47.5 52.9 48.7

多語 25.6 54.4 62.5 73.1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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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咱人話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長輩 43.8 56.3 66.9 80.9 81.3

華社 75 77.5 78.8 76.7 73.3

菲華 24.4 73.5 46.9 52 48.4

多語 31.9 58.8 66.3 73.1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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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華語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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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3類題組 

此類題組共計 4 題，主要是討論自己認為咱人話與華語講得如何，以及聽

說讀寫裡那些部分比較好。如下表： 

表 43：你認為自己的咱人話及華語講得好嗎？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流利 混合 一般 不好 不會 流利 混合 一般 不好 不會 

42.認為自己咱人話講得好嗎？ 60.8 21 14 4 2 17 36.4 25.4 16.1 5.3 
43.認為自己華語講得好嗎？ 44 19 25 10 1 12 31.9 34.3 18.6 3 

如上表數據顯示，成人族群認為咱人話講得好的比例高達 60.8%，是本表

格最高的比例；華語的部分，成人有 44%的比例認為講得好。學生族群則有 36.4%

認為當使用咱人話時必須混合使用其他語言才能完整表達；而有 34.3%認為講華

語的程度只介於一般程度。若再細分性別與年齡層則顯示於下圖： 

  

  

圖 19：咱人話和華語講得好嗎？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流利 61.3 55.8 19.6 14.4

混合 17.1 24.6 29.8 43.1

一般 15.4 13.3 25.3 25.6

不好 4.2 4.6 20 12.2

不會 1.7 1.7 5.6 5.1

010203040506070

42.咱人話講得好嗎？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流利 80.6 63.7 31.3 17.1 16.9

混合 8.1 17.5 36.9 38.7 34.2

一般 7.5 16.9 18.8 24.2 26.7

不好 1.9 1.9 9.4 16.4 15.8

不會 1.3 0 3.8 4.4 6.2

0102030405060708090

42.咱人話講得好嗎？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流利 42.5 45.4 11.1 12.9

混合 18.3 20.4 26.9 36.9

一般 27.5 23.3 36.7 32

不好 10 10 21.3 15.8

不會 1.7 0.8 3.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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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華語講得好嗎？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流利 61.9 39.4 30.6 12.2 11.8

混合 13.8 18.8 25.6 30.2 33.6

一般 20.6 28.7 26.9 34.2 34.2

不好 3.8 11.9 14.4 20.2 16.9

不會 0.6 0.6 2.5 2.9 3.1

010203040506070

43.華語講得好嗎？

 



 

136 
 

本題組數據上顯示其共同點在於咱人話與華語使用最流利的皆是老年層。

而出現使用程度出現交叉變化的是在青年層；學生部分則皆是以混合使用他語言

的比例為多，皆無法流利使用咱人話與華語。差異的部分則是在老、中年層認為

自己講咱人話流利（80.6%、63.7%）的自信遠遠高於華語（61.9%、39.4%）的

部分，約莫有 2 成。學生兩年齡層認為自己講雙語不好或是不會的比例則明顯高

於成人族群，約增加 1 成。 

性別的部分，兩族群沒有特別大的差異，42、43 題僅在認為必須使用混合

語言的部分女學生（43.1%、36.9%）皆高於男學生（29.8%、26.9%）約 1 成的

比例，可見女學生對此二語的掌握度高於男學生。 

總的來說，學生掌握此雙語的能力皆低於成人，不論是認為能夠流利使用

的比例皆降低以外，不好或是不會的程度也上升，這皆是雙語所面臨的警訊。 

上列題組討論自己認為雙語是否講得好與不好，下列題組則是討論較為細

節的部分，詢問受試者認為雙語的哪些部分講得好。如下表： 

表 44：自己認為雙語哪些部分比較好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聽 說 讀 寫 聽 說 讀 寫 

44. 你認為自己的咱人話哪些部分比較好？ 88.1 83.3 9 5 91.7 60.6 6.7 6.1 
45. 你認為自己的華語哪些部分比較好？ 82.1 63.3 32 22 77.7 44.2 21.8 30.1 

上表顯示兩類族群對於雙語的「聽、說」與「讀、寫」有明顯的落差。 

44 題成人族群「聽、說」高達 8 成，但「讀、寫」卻不到 1 成；相比之下

學生族群在「說」的部分下滑 2 成多，其他與成人相同，顯示兩族群皆認為咱人

話較好的部分在「聽、說」這類。 

45 題無論成人或學生族群「聽」華語的比例最高，「說」的部分成人下滑 2

成、學生下滑 3 成，而「讀、寫」的部分相較於 44 題則明顯高出許多，可能是

學校教學華語的關係有所上升。本題組126僅列出年齡層的部分作討論，如下圖： 

                                                
126 第 44 題及第 45 題區分性別的各項數據。 

44 題 聽 說 讀 寫 45 題 聽 說 讀 寫 

成人(男) 88.3 84.2 10.8 6.7 成人(男) 83.3 67.9 30.4 20.8 

成人(女) 87.9 82.5 7.1 4.2 成人(女) 80.8 58.8 33.8 23.3 

學生(男) 88.4 56.7 7.3 8 學生(男) 75.1 42 19.3 29.3 

學生(女) 94.9 64.7 6 4.2 學生(女) 80.2 46.4 24.2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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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你認為自己的咱人話及華語哪些部分比較好？(分年齡層) 

44 題成人年齡層的部分，「聽、說」比例極高與「讀、寫」成反比，其中青

年層「說」的部分略為下降，但仍有 7 成認為自己咱人話說得好。而學生年齡層

裡「說」的部分則明顯下降，與「聽」的部分出現脫離，僅有 6 成的比例顯示「說」

的部分比較好。而「讀、寫」兩族群的年齡層裡佔比皆為低位，這部分可能是因

為咱人話在菲律賓社會裡並沒有特定的教育體制可供學習，因此多數以口語傳承

的方式居多，才會呈現出「聽、說」與「讀、寫」有著極大的落差。 

45 題成人年齡層部分「聽」仍是最高比例，「說」則居次，「讀」的部分老

年層仍約有 4 成的比例，但青年層則僅剩 25%認為自己這部分比較好，這部分年

齡層上出現較大的落差，而「寫」的部分皆為最低。學生年齡層部分則呈現新的

趨勢，「聽」仍是最高比例，但「說、讀、寫」卻成為佔比接近的部分，對於華

語是個警訊，也呈現出新的模式，如下表： 

表 45：咱人話與華語在聽說讀寫裡的重新分配  
 成人族群 學生族群 

咱人話 「聽、說」在高位、 

「讀、寫」在低位 

「聽」與「說」分離、 

「讀、寫」在低位 

華語 「聽」與「說」分離、 

「讀、寫」在低位 

「聽」在高位、「說」不僅與「聽」分

離，「說、讀、寫」已群聚在中、低位。 

「讀、寫」的部分無論是何種語言、何種族群皆是在低位。其中，45 題的

部分雖然華語擁有教育體制上的支持，但仍屬於較弱的區塊，可能顯現目前菲律

賓華人學生對於華語的使用程度，也突顯出華語教學上的困境。 

本小節分為 3 題組討論關於語言態度的部分，第 1 類主要討論在無意識時

所使用的語言，這是對該語言最原始的態度，成人與學生各自選擇了不同的語言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聽 90 86.3 88.1 91.6 91.8

說 88.1 91.3 70.6 60.2 61.1

讀 13.8 5.6 7.5 5.6 7.8

寫 6.3 5 5 6.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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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39.4 31.9 25 21.6 22

寫 24.4 22.5 19.4 29.8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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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第 2 及第 3 類題組則是將咱人話與華語共同討論，討論關於雙語在日常生

活的用處以及對雙語的評價，可更進一步了解雙語在菲律賓華人心目中的定位。 

 

（三）語言保存 

此類共計 7 題，分成 2 題組來討論。主要是討論咱人話的保存議題，包含

學習閱讀及書寫咱人話以及咱人話是否應該繼續在菲律賓華人社會裡。 

(1) 第1類題組 

此類題組分 2 段討論，首先討論的是「自己」受試者本人是否願意學習閱

讀及書寫咱人話。接著討論受試者是否願意將咱人話及華語讓自己的小孩學習。 

表 46：是否想要學習閱讀或書寫咱人話？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是 否 不確定 是 否 不確定 

36. 你是否想要學習閱讀咱人話？ 65.6 12.7 21.7 54.9 15.6 29.6 
37. 你是否想要學習書寫咱人話？ 60.4 17.5 22.1 45.8 22.9 22.9 

成人無論是想要學習閱讀或書寫的比例皆超過 6 成；學生學習閱讀的比例

超過半數，但想要學習書寫略為下降僅有 45.8%。另外，不願意學習或是不確定

的比例，成人超過 3 成，學生超過 4 成，因此可以得知兩族群裡多數仍期望學習

咱人話的閱讀與書寫，但其比例並沒有如同獲得華人需要有中文名一樣具有壓倒

性的支持。此題組裡性別上無太大的差異，故僅列出年齡層的部分，如下圖： 

  

圖 21：你是否想要學習閱讀或書寫咱人話？ 

在上一小節裡的第 3 類題組請受試者回答自己認為咱人話及華語是否講得

好以及聽說讀寫哪些部分比較好。數據上顯示，雙語的「聽」與「說」都是比例

最高的，而「讀」與「寫」則都在低位。華語，雖有教育體制支持，但其效果不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是 53.1 63.7 80 64.4 54.9

否 18.8 14.4 5 15.1 15.6

不確定 28.1 21.9 15 20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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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咱人話則是未進入體制內教學，其成因不同但結果卻相同。因此在問卷裡再

度詢問受試者是否願意學習閱讀及書寫咱人話。 

就數據顯示127成人族群裡無論是閱讀（53.1%、63.7%、80%）或是書寫（45.6%、

60.6%、75%）自老年層至青年層皆是呈現上升的趨勢，而學生則是呈現下滑的

現象。在訪問過程中，有老年層的受試者提及若是在他們已經老了還要重新學習，

確實很耗盡他們的體力，因此不願再額外學習咱人話的書寫及閱讀，但中年層及

青年層仍是青壯年時期，因此再額外學習的動力沒有因為身體上的限制而受到影

響，自中年層至青年層攀升至 80%及 75%，可見學習咱人話的欲望。 

學生族群整體學習咱人話的比例略低於成人族群，有可能是因為在此階段

的學生仍以升學為主，學習咱人話對升學上並無幫助，但卻又是自己的語言仍然

想要學習，因此綜合起來雖然不比成人族群高，但也具有過半的學習欲望。另外，

學生族群學習閱讀（64.4%、54.9%）的比例略高於書寫（58.4%、45.8%），這也

可能間接透露出對於學習華語或是漢字的恐懼，因此皆下滑 1 成左右的比例。 

性別的部分，則呈現兩族群有些微差異的趨勢。成人男性學習閱讀及書寫

咱人話的比例略高於成人女性；而學生族群裡，女學生學習的欲望則高於男學生。

但其各自的比例皆無超過 10%，因此整體而言性別仍不具太大的差異。 

再來討論的關於語言的傳承，此題組是詢問受試者是否願意將咱人話及華

語讓自己的小孩學習。如下表： 

表 47：以後是否讓自己的小孩學習咱人話或是華語？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是 否 不確定 是 否 不確定 

46.以後你是否會讓你的小孩學習咱人話？ 92.1 0.8 6.5 73.8 4.8 21.3 
47.以後你是否會讓你的小孩學習華語？ 94 1 5 73.6 4.6 21.7 

成人族群願意讓自己的小孩學習咱人話及華語皆高達 9 成以上，可見這題

對於成人而言是一件極為肯定之事。學生族群對於這雙語亦有 7 成以上的支持，

但可能學生仍是屬於青少年階段，對於自己再傳承給下一代的事情較無成人族群

                                                
127 第 36 題及第 37 題區分性別的各項數據。 

36.性別 是 否 不確定 37.性別 是 否 不確定 

成人(男) 67.5 9.6 22.9 成人(男) 62.1 12.5 25.4 

成人(女) 63.7 15.8 20.4 成人(女) 58.8 22.5 18.8 

學生(男) 55.3 17.8 26.7 學生(男) 48 23.1 28.7 

學生(女) 64 12.9 22.9 學生(女) 56.2 19.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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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明確，因此學生族群裡不確定的比例也佔 2 成之多。此題組的性別與年齡層

皆無太大差異128，僅呈現年齡層的圖示，如下圖： 

  

圖 22：以後是否讓自己的小孩學習咱人話或是華語？(分年齡層) 

上圖顯示成人族群願意讓下一代學習咱人話及華語的比例極高，學生族群則

有下滑趨勢，其中不確定的比例上升，但即使如此仍擁有 7 成以上的佔比總的來

說，這對雙語的傳承皆是好的訊息。無論是受試者本人學習咱人話「讀」與「寫」

皆屬於高比例，而願意讓自己的小孩學習雙語也是呈現高度一致性的肯定，這樣

的數據對雙語皆是正面且具有未來性。 

 

(2) 第2類題組 

此題組共3題，是討論關於咱人話在菲律賓華人社會裡的重要性。如下表： 

表 48：第 2 類題組百分比 
 48.如果咱人話和華語

只能保存一種，請問你

認為哪個比較重要？ 

49.你認為咱人話在菲律

濱華人社團的重要性會

逐漸消失嗎？ 

50.你認為華語應該取代咱

人話在菲律濱的語言地位

嗎？ 

成

人 

無 0.2% 無 0% 無 0% 
咱人話 45.6% 會 24.8% 應該 18.1% 
華語 53.5% 不會 57.1% 不應該 57.7% 

                                                
128  第 46 題及第 47 題區分性別的各項數據。 

46 題 是 否 不確定 47 題 是 否 不確定 

成人(男) 88.8 1.3 9.6  成人(男) 91.3 1.3 7.5  

成人(女) 91.3 04. 3.3  成人(女) 96.7 0.8 2.5  

學生(男) 69.6 6.7 23.6  學生(男) 68.2 7.3 24  

學生(女) 78 2.9 19.1  學生(女) 78.9 1.8 19.3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是 93.8 95 87.5 78.2 69.3

否 0.6 0.6 1.3 3.1 6.4

不確定 3.8 4.4 11.3 18.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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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 0.1% 不確定 18.1% 不確定 24.2% 

學

生 

無 0.2% 無 0.2% 無 0.2% 
咱人話 51.9% 會 23.8% 應該 16.8% 
華語 47.8% 不會 39.2% 不應該 47.2% 

不確定 0.1% 不確定 36.8% 不確定 35.8% 

成人族群認為保存華語比咱人話重要，但卻超過半數以上都認為咱人話不

會在菲律賓華人社團消失，也認為華語不應該取代咱人話的地位。 

學生族群則認為咱人話比華語略為重要，但認為咱人話不會消失的約4成，

認為華語不應該取代咱人話的地位約佔半數，但學生族群在回答48題及49題時不

確定的佔比皆超過3成，有可能是對於雙語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而導致，也有可

能是對於學生族群而言這是一個較為複雜的問題，無法清楚掌握雙語在菲律賓華

人社會的脈動，因此選填不確定。就如同成人族群或許認為華語比咱人話重要，

但實際在菲律賓華人社會裡卻也認為咱人話不會輕易消失或被取代。 

再將此三題各自細分其性別與年齡層，分別如下圖： 

  

圖 23：如果咱人話和華語只能保存一種，請問你認為哪個比較重要？ 

48題，在性別上成人女性在選擇時與成人男性有著極大的差異。成人男性

認為咱人話與華語皆為重要，因此數據顯示上較為平均分別是56.7%及43.3%；

但女性則出現較大的差異，認為保存咱人話的僅有35.2%，應該保存華語的高達

64.8%。而學生性別上則幾乎相同，沒有太大的差異。 

年齡層的部分，成人老年層認為二者都重要，雙語的差距不到5%，但中年

層與青年層則清楚顯示認為華語比咱人話更需要被保存下來，其雙語之間的差距

拉開至2成。學生的部分則呈現交叉走勢，學生1認為華語較為重要，學生2則認

為咱人話較為重要，雙語之間在學生族群裡存在著拉鋸。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咱人話 56.7 35.2 49.9 50

華語 43.3 64.8 50.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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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人話是菲律賓華人社會重要的使用語言，華語則是全世界華人的重要使

用語言，成人在選填此題時，在性別上出現極大的差異，可見對於保存固有的優

勢語以及外來的優勢語上有著不同的選擇。 

  

圖 24：你認為咱人話在菲律濱華人社團的重要性會逐漸消失嗎？ 

49題在性別上認為咱人話不會消失的比例，男性都高於女性；有趣的是認

為咱人話會消失的也是男性高於女性，雖然落差沒有很大，但仍能顯示出男性對

於咱人話的信心與沒自信。而選填不確定的比例，女性皆高於男性。 

年齡層上認為不會消失的比例逐漸下滑，青年層僅剩約5成的比例認為不會

消失，學生2則僅剩35.3%認為不會消失，但選填不確定的比例卻高達44.2%，可

見學生族群越是年輕對於咱人話的消失與否越沒有肯定的答案。 

  

圖 25：你認為華語應該取代咱人話在菲律濱的語言地位嗎？ 

50題在性別趨勢與49題雷同，成人男性認為不應該被華語取代的比例有

62.5%，女性則有52.9%，此題落差約1成，但若是合併48題討論何種語言最需要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會 25 24.6 26 21.6

不會 61.3 52.9 40.2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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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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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咱人話的重要性會消失嗎？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應該 20.4 15.8 18 15.6

不應該 62.5 52.9 46.2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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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存時，成人女性選擇華語的比例多近3成，形成數據上的矛盾。如下圖： 

 
圖 26：成人女性對咱人話的態度綜合圖 

上圖是綜合 48 題及 50 題成人女性對於雙語保存及取代與否的綜合表。 

成人女性認為華語比咱人話更應該被保存的比例多 3 成；但認為華語應該

取代咱人話的語言地位卻僅有 15.8%的支持，甚至超過半數的比例認為華語是不

應該取代咱人話。 

產生矛盾的原因有 2 種可能的解釋： 

1.華語是全世界華人的共通語，是極為重要的世界語言，因此認為比咱人話

還更需要保存，但菲律賓華人社會裡的共同語言目前是咱人話，因此認為咱人話

亦是重要的語言，即使華語很重要但仍然不希望咱人話被取代。 

2.因為咱人話在菲律賓華人社會裡已佔有穩定地位，短期內要消失蹤跡恐不

容易，因此本就不認為咱人話應該被取代，反而更需要加重在對於華語的保存與

使用上，才會出現看似矛盾卻又不矛盾的數據。無論是何種解釋，皆可以見得成

人女性對於雙語皆極為看重，不可偏廢。 

此節藉由不同的面向討論咱人話的語言保存議題，包含咱人話書寫與閱讀

的部分是否願意學習以及傳承給下一代的討論，另一部分則是探討咱人話在菲律

賓華人社會裡是否還能繼續保存下去，由48-50的題組顯示，成人族群近6成的比

例給予咱人話肯定的語言地位、學生族群也有近半數的比例認為咱人話應該繼續

存在，這些都顯示出咱人話對菲律賓華人的重要性，也是一個語言是否得以延續

生存極為重要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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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菲律賓華人的語言使用（2） 

（一）語言與社會 

(1) 第 1類題組 

此類共計 8 題，分為 3 類題組分別討論。第 1 類題組是以不同的角度討論

咱人話在菲律賓的重要性，分 2 小段討論。首先先請受試者回答認為在菲律賓社

會裡最重要的語言再縮小範圍回答除了菲語與英語之外，華人最需要會講的語言。

第 2 段再請受試者排序四語在菲律賓的重要性。第 1 段綜合表如下： 

表 49：第 1 類題組綜合表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咱 華 菲 英 咱 華 菲 英 

3.你覺得在菲律濱最重要的語言是什麼 51.5 42.7 66.9 68.5 32.2 27.8 75.7 71.4 
4.除了菲語和英語，你覺得菲律濱華人最

需要會講的語言是 
咱人話 華語 咱人話 華語 

66.3 54 59.2 48.7 

首先詢問在整體的菲律賓裡最重要的語言為何，此題雖是請受試者選填「最

重要」語言，但多數卻選填為複選，因此其比例會有所增加。 

第 3 題無論是成人或是學生族群皆認為菲語與英語為最重要的語言，而認

為咱人話及華語重要的比例，學生族群則明顯下滑約 1-2 成。 

接著，延續上題並緊縮選填答案，請受試者回答咱人話或華語何種才是菲

律賓華人最需要會講的語言，無論是成人或學生族群皆以咱人話為多數，華語雖

然屬於其次，但其比例也僅相差 1 成左右。因此，兩族群對於雙語的重要性雖有

差距，但沒有對何種語言有所偏重。 

此題組在性別上沒有太大的差異129，因此僅討論年齡層的部分，如下圖： 

                                                
129 第 3 題及第 4 題區分性別的各項數據。 

3 題 咱人話 華語 菲語 英語 4 題 咱人話 華語 

成人(男) 52.5 41.3 67.9 65.4 成人(男) 68.3 50.8 

成人(女) 50.4 44.2 65.8 71.7 成人(女) 64.2 57.1 

學生(男) 27.8 25.3 70.7 66.2 學生(男) 58.9 48.7 

學生(女) 36.7 30.2 80.7 76.7 學生(女) 59.7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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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第 1 類題組年齡層分布圖 

第 3 題，咱人話與菲語在成人三年齡層裡皆具有穩定的比例，咱人話約在 5

成左右；菲語在 6-7 成區間。而華語及英語則有逐層上升的趨勢，華語自老年層

的 41.3%上升至青年層的 57.5%、英語亦有相同的現象，是自老年層的 65.4%上

升至青年層的 78.1%，皆具有 1 成以上的上升幅度。 

以此 4 語的排序，首先出現轉變的是菲語與英語在老、中年層的重要性，

其次出現的則是咱人話與華語在青年層的重要性也出現轉變，因此三年齡層對於

4 語的排序出現不同。學生年齡層則較為穩定，咱人話皆比華語還要重要、英語

比菲語略要重要。兩族群相比較之下，可以得知學生族群已拉開咱人話、華語以

及菲語、英語之間的距離。從數據裡顯示出，咱人話與華語形成一組相對不重要

的語言、菲語與英語則形成另外一組優勢語。 

第 4 題，認為咱人話比華語更需要會講的語言部分，咱人話在老年層擁有

絕對的優勢，比華語多 4 成的肯定。中年層縮小至僅多 1 成的肯定，直至青年層

此二語出現翻轉，青年層認為華語比咱人話更需要會講的比例超越咱人話 2 成，

不同的年齡層已選出不同的重要語言。學生族群皆認為咱人話比華語重要，有可

能是因為目前菲律賓華人社會仍以咱人話為主要使用語言，因此學生族群皆認為

咱人話比華語更需要會講。 

總的來說，在成人年齡層裡，越是年輕，華語越是受到青睞。學生年齡層

裡皆認為咱人話比華語還重要，此題組在兩族群上出現反差。 

第 2 段僅討論 1 題，請受試者以排序的方式選填咱人話、華語、菲語及英

語在菲律賓的重要性。是本問卷裡唯一一題以次序選填的答題模式。如下圖：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人話 53.8 50 50.6 34.7 29.8

華語 41.3 43.1 57.5 29.6 26

菲語 67.9 65.6 73.8 74.9 76.4

英語 65.4 71.9 78.1 72.2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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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菲律賓最重要的語言是什麼？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人話 79.4 68.1 51.2 57.1 61.3

華語 36.3 54.4 71.3 52.4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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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華人最需要會講的語言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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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請你以 1、2、3、4 排序四種語言在菲律濱的重要性。 

綜合成人數據認為 4 語的重要排序分別是次序 1.菲語（46.5%）、次序 2.英

語（37.9%）、次序 3.咱人話（45%）、次序 4.華語（50.6%），華語是唯一超過半

數認為最不重要的語言；菲語及咱人話接近半數認為最重要及第 3 重要的語言。 

學生部分認為 4 語的排序分別是次序 1.菲語（57.9%）、次序 2.英語（58.3%）、

次序 3.咱人話（51.1%）、次序 4.華語（51.9%），是與成人族群給予相同的排序，

但最大的差別在於學生族群所認為的 4 語排序，每一個語言皆具有超過半數的支

持。可見此 4 語在學生族群裡已有明確的選擇。 

此題在兩族群裡擁有穩定的共同性，因此即使區分年齡層130與性別131後也

                                                
130 第 5 題區分年齡層後的各項數據。 

成人年齡層 咱人話 華語 菲語 英語 學生年齡層 咱人話 華語 菲語 英語 

次序 1 

 

老 26.3% 13.1% 51.2% 9.4% 次序 1 學生 1 2.2% 10.2% 53.1% 34.2% 

中 10% 24.4% 43.1% 22.5% 學生 2 6% 10.9% 49.1% 34% 

青 4.4% 24.4% 40.6% 30.6% 

次序 2 老 6.3% 18.8% 16.9% 58.1% 次序 2 學生 1 2.4% 7.3% 37.3% 52.9% 

中 5% 19.4% 25% 50.6% 學生 2 4.9% 6% 38.2% 50.9% 

青 6.9% 17.5% 32.5% 43.1% 

次序 3 

 

老 41.3% 21.9% 17.5% 19.4% 次序 3 學生 1 60% 22.2% 6.7% 11.1% 

中 43.1% 28.1% 13.8% 15% 學生 2 55.8% 26.2% 5.8% 12.2% 

青 55% 18.1% 9.4% 17.5% 

次序 4 

 

老 26.9% 45.6% 15% 12.5% 次序 4 學生 1 35.3% 59.8% 3.1% 1.8% 

中 41.9% 28.1% 18.1% 11.9% 學生 2 33.3% 56.9% 6.9% 2.9% 

青 33.8% 40% 17.5% 8.8% 

 
 

咱人話 華語 菲語 英語

次序1 13.5 6 46.5 34.2

次序2 20.6 18.5 22.7 37.9

次序3 45 24.8 13.5 16.9

次序4 20.8 50.6 17.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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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人四語的排序

咱人話 華語 菲語 英語

次序1 4.1 3.7 57.9 34.3

次序2 10.6 6.7 24.2 58.3

次序3 51.1 37.8 6.2 5

次序4 34.1 51.9 11.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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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四語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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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特別大的差異。下圖以咱人話製圖： 

 

 

圖 29：問卷第 5 題裡咱人話在年齡層的數據 

                                                                                                                                       
131 第 5 題區分性別後的各項數據。 

成人性別 咱人話 華語 菲語 英語 學生性別 咱人話 華語 菲語 英語 

次序 1 

 

男 12.9% 21.7% 47.5% 17.9% 次序 1 男 5.6% 11.1% 50% 33.1% 

女 14.2% 19.6% 42.5% 23.8% 女 2.7% 10% 52% 35.1% 

次序 2 

 

男 6.7% 14.6% 24.2% 54.6% 次序 2 男 3.8% 6.7% 38.7% 50.9% 

女 5.4% 22.5% 25.4% 46.7% 女 3.6% 6.7% 36.9% 52.9% 

次序 3 

 

男 54.2% 20% 12.1% 13.8% 次序 3 男 59.6% 22% 5.3% 13.1% 

女 38.8% 25.4% 15% 20.8% 女 56.2% 26.4% 7.1% 10.2% 

次序 4 

 

男 26.3% 43.8% 16.3% 13.8% 次序 4 男 31.1% 60% 6% 2.9% 

女 42.1% 32.1% 17.5% 8.3% 女 37.6% 56.7%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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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人年齡層的咱人話排序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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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年齡層的咱人話排序及比例

咱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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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族群的咱人話比較有一共同性即是多數皆認為咱人話為在排序 3，認為咱

人話排序在 1 或 2 的比例幾乎都低於 10%，僅有成人的老年層有 26.3%的比例認

為咱人話是最重要的語言，而這樣的數據呈現也可以與本題組的第 1 段題目作呼

應，認為咱人話是屬於第三重要的語言，排在菲語與英語之後。若是將兩族群區

分性別後再與排序第 1 名的菲語作比較，如下圖： 

  
圖 30：問卷第 5 題裡咱人話與菲語在性別上的數據 

上圖顯示出菲語與咱人話形成互補的狀態，認為菲語排在次序 1.2 的為多數、

排在 3.4 的為少數，而咱人話則反之。 

此題組的 3 題皆圍繞在各個語言在菲律賓的重要性討論。首先請受試者回

答你認為哪些語言在菲律賓是重要的，再縮小範圍討論華人的語言，最後再請受

試者直接判斷 4 種語言在菲律賓的重要性排序，看似不同的問題，引導出的答案

卻有所雷同，由這一系列的數據可以了解，各語言在菲律賓華人社會裡已有共識，

菲語最為重要、英語其次、咱人話再次之，華語墊後。 

 

(2) 第 2 類題組 

此題組有 3 題，請受試者分別勾選華人社團裡使用何種語言交談，再細分

華人傳統上的大節日，如過年以及中秋節活動時使用何種語言。如下表： 

表 50：第 2 類題組綜合表 
                  族群（百分比%） 
題目  
6.菲律濱華人社團通常使用何語言交談 

成人 學生 
咱 華 菲 英 咱 華 菲 英 

90.6 1.6 9.6 8.3 72.1 30.1 4.6 4.7 
7.中秋節舉辦「博中秋」使用何語言 86.3 19.2 7.3 5 70.8 20.1 9.4 10.3 
8.過農曆新年舉辦的活動使用何種語言 78.8 28.3 5.6 5.2 57.1 33.6 10.9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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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族群裡使用咱人話皆是高比例的使用程度。第 6 題高達 90.6%的使用

比例，顯示出目前華人社團裡的共同語是咱人話。中秋節及過農曆新年時使用的

語言則參雜 2-3 成的華語使用。 

學生族群裡同樣認為咱人話為主要使用語言，但與成人族群較為不同的是

第 6 題，3 成的學生族群認為在華人社團交談時使用華語，這與成人僅有 1.6%

有著極大的差距，顯示兩族群的語言使用認知上有落差。 

再將第 6 題細分年齡層與性別來討論，如下圖： 

  

圖 31：菲律濱華人社團通常使用何語言交談 

此題在年齡層及性別上皆具有共同處，成人族群認為華人社團使用咱人話

的佔比約在 8-9 成間，學生族群裡則在 6-7 成間，主要是因為學生的華語佔比皆

高於成人約 1-2 成，在性別的數據表現上亦是如此。因此可以清楚得知，咱人話

的使用比例下滑、華語使用的比例上升。 

第 7、8 題亦有這樣的現象132，故第 7、8 題僅以年齡層作討論，如下圖： 

                                                
132 第 7、8 題區分性別後的各項數據。 

7.性別 咱 華 菲 英 8.性別 咱 華 菲 英 

成人(男) 80.8 20 7.1 4.2 成人(男) 77.1 25 6.3 5 

成人(女) 90.4 16.7 6.7 5.8 成人(女) 79.2 30 5 4.6 

學生(男) 69.1 18.9 10.7 12.7 學生(男) 53.3 32.9 12.9 12.7 

學生(女) 72.4 20.9 8.2 8 學生(女) 60.9 32.9 8.9 8.9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93.8 93.8 84.4 76 67.8

華 14.4 15 16.3 26.2 34

菲 9.4 10 8.1 6 3.1

英 13.8 5 4.4 5.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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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華人社團使用什麼語言？

成人(男) 成人(女) 學生(男) 學生(女)

咱 91.3 90 70.7 73.1

華 15.8 14.6 27.1 33.1

菲 7.5 10.8 6.7 2.4

英 5.4 10 5.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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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華人社團使用什麼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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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過年與中秋節使用何種語言(分年齡層) 

咱人話在此題組擁有絕對性的高比例，可見只要是在華人的社團或是華人

的節慶裡，皆以咱人話為主要使用語言。華語相較於成人族群，在學生裡有漸升

的趨勢。延續上一類題組討論各種語言在菲律賓的重要性，咱人話雖在整體排序

裡僅排第 3 位，但華人族群卻清楚了解在華人社會裡仍然以咱人話為主要使用語

言，是屬於不可或缺的語言，因此其重要性才能穩佔華人心中的第 3 位，成為不

可被取代的語言之一。 

 

(3) 第 3 類題組 

此題組共有2題，是討論有關於咱人話在電視媒體上的曝光度及被關注度。

作者於 2015 年於菲律賓任職一年，觀察菲律賓的電視節目裡擁有各國不同的新

聞台，例如日本電視台、阿拉伯電視台、歐洲電視台、中國電視台、台灣電視台

等等，是屬於極為多元化的新聞媒體，但不可否認的仍然以菲律賓語及英語為主

要使用語言。因此作者期望了解咱人話在菲律賓電視台裡是否擁有一席之地，將

此題組置入問卷內期望能藉由多數華人的觀察得知最接近真實的數據。如下表： 

表 51：咱人話在菲律賓電視台裡的佔比 
                  族群（百分比%） 
題目  
9.在電視廣告裡，是否有咱人話的出現 

成人 學生 
有 沒有 不確定 有 沒有 不確定 

28.7 45 26.3 18.8 29.4 51.8 
10.你通常都看哪種語言的電視節目？ 咱 華 菲 英 咱 華 菲 英 

26 64.4 25.2 59.8 4.8 16.3 61.9 92.1 

探討此題組時，作者並沒有實際探究在菲律賓電視裡咱人話的佔比究竟有

多少，在詢問受試者時也沒有指定哪一台頻道的電視節目，單純僅以受試者在收

看電視的經驗裡是否有咱人話的出現作回答。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人話 88.1 88.8 80 74.4 67.1

華語 20.6 16.9 17.5 17.8 22

菲語 3.8 5.6 11.3 11.8 7.1

英語 2.5 5 7.5 8.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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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秋節使用的語言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人話 84.4 78.1 71.9 62 52.2

華語 24.4 31.3 26.9 29.1 36.7

菲語 5 3.1 8.8 12 9.8

英語 4.4 5 5 8.9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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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過年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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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題成人族群認為沒有出現咱人話的佔比接近半數，學生族群裡則有近 3

成的佔比。其中學生認為不確定是否有咱人話的廣告出現超過半數，可能的原因

是學生目前仍在就學中無法長時間收看電視的機會而無法確定，也有可能是因為

學生對咱人話的廣告並沒有特別去留心，因此選填不確定。 

第 10 題，成人族群收看的電視節目，華語與英語皆有 6 成的比例、學生族

群則是菲語佔 6 成，英語超過 9 成，可見其觀看電視節目裡，兩族群也有所不同。 

此題組在性別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133，因此僅以年齡層作討論，如下圖：  

  
圖 33：第 3 類題組綜合圖(分年齡層) 

第 9 題成人族群三年齡層中明確指出廣告中有咱人話的是老年層佔有 4 成，

而明確指出沒有的則是中年層將近 6 成、青年層也有 45%。第 10 題收看華語及

英語的節目不論哪個年齡層皆超過半數，其中老年層收看華語的節目高達 7 成，

是成人年齡層中佔比最高的部分，而青年層則是有 65%收看英語節目，咱人話在

各年齡層中收看的佔比約莫在 4 分之 1，與菲語的佔比雷同。 

第 9 題學生族群裡不確定是否有咱人話廣告的佔比皆是最高。若是再配合

第 10 題的數據來討論則可得知其原因。在學生族群裡收看菲語的節目皆佔 6 成

以上，收看英語節目的高達 9 成以上，而收看咱人話的節目不到 10%、華語也僅

                                                
133 第 9、10 題的性別數據。 

9 題 有 沒有 不確定 10 題 咱人話 華語 菲語 英語 

成人(男) 34.2 39.2 26.7 成人(男) 31.3 60.8 23.3 55.8 

成人(女) 23.3 50.8 25.8 成人(女) 20.4 67.9 27.1 63.7 

學生(男) 19.8 29.8 50.4 學生(男) 5.6 12.9 58.9 93.8 

學生(女) 17.8 29.1 53.1 學生(女) 4 19.8 63.6 90.4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有 42.5 18.8 25 18.7 18.9

沒有 31.9 57.5 45.6 32.9 26

不確定 25.6 23.8 29.4 48.4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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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左右，由收看咱人話的佔比即可得知，為何在前一題的選填中以不確定為

多數的回答。而學生年齡層裡也明確顯示，英語是最主要的收看語言，與成人的

青年層的趨勢相同。 

本小節雖分成 3 類題組討論，但討論的中心點皆是咱人話的重要性為何。

數據顯示，第 1 類題組裡咱人話為菲律賓華人心目中排序第 3 重要的語言。而在

華人傳統的節日活動中，咱人話是最穩定使用的語言。最後討論華人在看電視媒

體時是否對咱人話有所關注以及收看咱人話的節目程度，顯示成人年齡層多以華

語、英語為主，學生則以菲語與英語為主，咱人話從老年層還有 4 成的比例逐層

下滑，學生族群裡更是將咱人話的節目邊緣化，可見在電視媒體這個區塊上，咱

人話是 4 語中最弱勢的語言。 

 
（二）語言與人群 

此類共計 13 題，是討論各語言與各人群的語言使用，分為 3 題組討論。 

(1) 第 1 類題組 

此題組是以自己與親屬朋友所使用的語言作討論，如下表： 

表 52：與親屬朋友的語言使用佔比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咱 華 菲 英 咱 華 菲 英 

11.稱呼家族成員 78.5 13 14 13 44.3 6.9 36.3 34 
12.祖父母與你溝通的語言 88 7 6 2 72.7 9 30.7 12 
13.你父母與你溝通的語言 85 8 12 5 45.4 7.7 50.4 35 
14.你和家人說話的語言 85.8 17 34 26 49 9.2 69.6 65 
15.你和同學、朋友說話的語言 70.4 20.4 47 36.7 6.1 2.8 90.6 89.6 
16.你和小孩子說話的語言 65 19 38 44 8.1 4.6 75 94.7 

與人群的對話通常以多語的方式溝通，因此在本題組裡多是複選題，當使

用 2 種以上的語言與人溝通時，則請受試者皆勾選起來。 

成人族群裡皆以咱人話為主要使用語言，尤其是 11-13 題，其他語言的佔

比皆是少數。而 14-16 題菲語與英語的使用比例上升，約落在 3-4 成間，華語則

約有 2 成的使用。 

學生族群裡咱人話使用比例最多的是在第 12 題與祖父母溝通的語言，11-14

題咱人話使用的佔比仍有 4 成以上，但自 13 題開始至 16 題，菲語與英語皆為主

要使用語言。15 題使用菲語高達 9 成，16 題使用英語高達 9 成，此 2 題的咱人

話已被邊緣化，與華語皆僅有各位數的佔比，可見學生族群間僅有在與長輩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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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使用咱人話，其他部分皆已使用菲語及英語。 

此題組性別上的差異沒有太大134，因此僅以年齡層的數據作討論，如下圖： 

  

圖 34：第 11-16 題族群親屬題組 

由於此題組有 6 題，因此計算出的數據量較為龐大，故僅呈現咱人話的使

用佔比。成人老、中年齡層裡穩定使用咱人話，其佔比皆超過 8 成。青年層則產

生變化，11-14 題仍有 6-8 成的使用比例，但 15 及 16 題是與平輩及晚輩間的語

言使用時，咱人話則僅剩 35.6%，其語言使用率快速下滑。 

學生族群裡這樣的現象更為明顯。11-14 題仍有 4-7 成的使用比例，但 15

及 16 題卻僅剩 10%不到的語言使用，可見在學生年齡層中，認為咱人話在平輩

及晚輩間少數使用的語言。這對咱人話而言是個極大的警訊。 

 

(2) 第 2 類題組 

此類題組共計 4 題，是討論與菲律賓社會上的不同職業群說話時使用的語

言，期望能多所反映出語言的使用。如下表： 

 

                                                
134 第 11-16 題性別的數據。 

咱人話/性別 11 題 12 題 13 題 14 題 15 題 16 題 

成人(男) 78.3 86.3 84.2 85.8 72.9 67.5 

成人(女) 78.8 90.4 85.8 85.8 67.9 62.5 

學生(男) 41.3 68.9 43.8 47.3 6.7 8.2 

學生(女) 47.3 74 47.1 50.7 5.6 8 
 

老 中 青

11 91.3 82.5 61.9

12 94.4 90 80.6

13 95 91.3 68.8

14 93.1 91.9 72.5

15 90 85.6 35.6

16 83.8 75.6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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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與各職業群說話使用的語言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咱 華 菲 英 咱 華 菲 英 

17.你和醫生說話的語言 61.3 6 39.2 39 14.7 2.3 44.7 65.9 
18.你和神職人員說話的語言 41.3 9 29 38 5.7 1.3 27.8 82.4 
19.你和司機說話的語言 3 1 92.1 18 9 9 90.1 17.8 
20.你和銀行人員說話的語言 24 2 64 38.3 1.8 1 50.1 61.4 

17 題，成人族群裡有 6 成使用咱人話與醫生對話，菲語跟英語佔將近 4 成。

學生族群使用菲語約有 45%，英語則是近 66%，咱人話使用的比例降至約 15%。 

作者任職菲律賓一年，與成人談論到此議題時，成人往往表示當自己身體

不適需要看醫生時，往往都會找尋能講咱人話的華人醫師，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身

體狀況，因此本題成人族群使用咱人話佔比 6 成也就反映出這樣的現象。而學生

族群則沒有特別找尋特定語言的醫師，因此咱人話的語言使用則大為降低。 

18 題，成人族群使用咱人話、菲語及英語顯得較為平均，大致上都是 3-4

成的使用比例。學生族群則是以英語使用比例最高，是屬於壓倒性的強勢語言。

神職人員代表的即是宗教領域，人們往往面對自己信仰的宗教時會使用自己熟悉

的語言，這部分可與本節的第 4 部分〈語言與宗教〉並行討論。 

19 題，司機代表的是菲律賓一般大眾也是人們皆會遇到的族群。無論是成

人或是學生族群皆是以菲語與司機談話，高達 9 成。這可能的原因是司機多半是

菲律賓人，有時不一定可以使用流利的英語溝通，也有可能是認為既然司機多為

菲律賓人因此以菲語作溝通是最方便的。此題兩族群具有高度的共同性。 

20 題，銀行人員代表的是商業機構，成人族群約有 65%使用菲語與銀行人

員對話，約有 4 成以英語對話，咱人話約有 4 分之 1 的佔比。學生族群同樣是菲

語與英語為主，分別是 50%及 60%左右的佔比。此題兩族群出現較不同的部分

是成人年齡層以菲語為主、學生年齡層則以英語為主。 

不同的職業別代表著不同的意義，所反映出的語言使用也會有所不同。整

體而言，在成人族群裡除了與司機對話以外，咱人話仍然具有一定的使用空間，

菲語及英語則是主要的使用語言。學生族群裡則是僅以菲語與英語作絕大多數的

語言使用。華語在這個場域裡，幾乎完全沒有使用的空間，其佔比皆不超過 10%。 

由於華語在此題組的佔比極低，因此不放入以下的討論。另外，此題組性

別上沒有特別大的差異135，僅以年齡層作討論，如下圖： 

                                                
135 第 2 類題組區分性別後的各項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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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第 2 類題組綜合圖 

第 17 題，老（76.9%）、中（66.9%）年齡層面對醫師使用的咱人話佔比極

高，但至青年層時僅剩 4 成，下滑超過 3 成的使用比例；相形之下菲語的使用比

例則逐層上升，至青年層時已佔半數，英語則是其次使用的語言。學生年齡層裡

                                                                                                                                       
17 題 咱 菲 英 18 題 咱 菲 英 

成人(男) 60 42.1 33.8 成人(男) 35 35 32.5 

成人(女) 62.5 36.3 43.8 成人(女) 47.5 22.5 42.5 

學生(男) 13.1 49.3 63.8 學生(男) 7.3 31.1 80.7 

學生(女) 16.2 40 68 學生(女) 4 24.4 84.2 

19 題 咱 菲 英 20 題 咱 菲 英 

成人(男) 4.2 87.5 19.6 成人(男) 22.9 62.1 34.2 

成人(女) 2.5 95.4 15.8 成人(女) 25 66.7 42.5 

學生(男) 1.6 86.9 21.6 學生(男) 1.8 51.6 61.1 

學生(女) 0.2 93.3 14 學生(女) 1.8 48.7 61.8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76.9 66.9 40 16.7 12.7

菲 26.3 41.3 50 48.9 40.4

英 31.3 37.5 47.5 64.2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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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的語言使用狀況分布顯得較為平均，其中又以英語為最主要使用的語言。 

此題的咱人話使用比例是隨著找尋的醫師而有所連動，可見成人族群裡多

數仍然會以華人能說咱人話的醫師為主，但至青年層時已有所改變。學生族群則

顯得沒有特定要找尋華人醫師，因此使用的語言即以菲語與英語為主。 

第 18 題，老年層使用咱人話與神職人員對話超過半數，但逐層下滑；而菲

語與英語則逐層上升，直至青年層時近半數使用此二語。就學生兩年齡層的數據

顯示，英語擁有極高的佔比，遠遠勝過使用菲語的比例，即使學生 1 使用菲語的

比例高於學生 2 超過 1 成，仍然無法影響英語是面對神職人員時最重要的語言。 

第 19 題，無論是何種年齡層何種族群，面對司機皆是以菲語為最高的語言

使用比例。而使用英語的比例則是逐層上升，有可能的是司機在近年來的英語的

使用上有所成長，也帶動人們在搭乘大眾工具時願意與司機以英語談話。 

第 20 題，其兩族群的年齡層走向雷同第 18 題與醫師對話所使用的語言。

咱人話逐層下滑、菲語逐層快速上升、英語逐層緩慢上升。學生族群裡使用英語

與銀行人員對話的佔比超過 6 成，而菲語也具有高使用率，因此在學生族群中此

二語是主要的使用語言。 

總的來說，除了與司機對話的部分以外，在成人部分咱人話皆逐層下降、

學生族群裡則已被邊緣化，皆低於 10%。而菲語與英語則擁有穩定的使用比例，

並且越年輕越有此趨勢。 

 

(3) 第 3 類題組 

此題組討論的是不同的場域所使用的語言。如下表： 

表 54：第 3 類題組綜合表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咱 華 菲 英 咱 華 菲 英 

21.在中式餐廳點餐使用語言 55.2 5 52.7 27 21 10.7 47 45.3 
22.在菜市場買蔬果使用語言 12 1 89.6 11 2.1 1.1 91.7 13.8 
23.在百貨公司購物使用語言 6 1 79.2 36.7 3.4 1.7 64.9 48.6 

在菲律賓是個多語言的社會，而華人不僅能融入當地社會又能保有既有的

生活空間，因此在面對不同的人群或在不同的場域裡自然選用最適合的語言表達。

此題組作者期望了解在菲律賓的華人究竟是「不同場域」而使用不同的語言，或

者是面對「不同人群」而使用不同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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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表顯示，成人族群中式餐廳點餐時使用咱人話與菲語為多，皆超過半

數，英語約佔 4 分之 1。學生族群則是以菲語與英語為多，咱人話約佔 4 分之 1，

兩族群間的咱人話與英語語言重要性互換，而菲語成為兩族群間的共同使用語言，

這有可能的原因是雖然名為中式餐廳，但其服務人員多為菲律賓人，因此菲語成

為在中式餐廳裡頻繁使用的語言。 

22 題，兩族群具有高度的共同性，在菜市場皆以菲語為主要使用語言。這

與上一段的第 2 類題組與司機談話時所使用的語言相同，皆以菲語為優勢語言。 

23 題，在百貨公司購物時，兩族群皆以菲語與英語為主使用語言，但較為

不同的是，成人族群菲語高於學生 1 成、英語則是學生族群高於成人 1 成。即使

如此，菲語仍是主要使用語言，這可能是兩族群裡認為百貨公司裡的服務人員多

為菲律賓人，因此選用菲語使用。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得知，面對「不同人群」的語言選擇考量多過於「不同

場域」。即使在菜市場（低階）、中式餐廳（中階）及百貨公司（高階），三個截

然不同的場域，但其面對的多數皆為菲律賓人，因此選用菲語的機率最高。由此

可以得知，在此題組裡選用何種語言取決於面對何種人群。 

此題組在性別上具有高度共同性，而第 22 題年齡層的表現上亦是如此136，

因此僅呈現 21 及 23 題的年齡層作討論，如下圖： 

                                                
136 第 21-23 題的性別數據及第 22 題的年齡層數據。 

21 題性別 咱 菲 英 23 題性別 咱 菲 英 

成人(男) 58.3 52.9 22.9 成人(男) 6.3 79.2 32.1 

成人(女) 52.1 52.5 31.3 成人(女) 6.3 79.2 41.3 

學生(男) 22.7 48.4 45.1 學生(男) 3.1 65.3 48.2 

學生(女) 19.3 46 45.6 學生(女) 3.8 64.4 48.9 

22 題年齡層 咱 菲 英 22 題性別 咱 菲 英 

老 7.5 87.5 7.5 成人(男) 15.4 83.3 12.1 

中 13.8 91.3 9.4 成人(女) 7.9 95.8 9.2 

青 13.8 90 14 學生(男) 2 90.4 17.3 

學生 1 3.3 94.2 12.2 學生(女) 2.2 92.9 10.2 

學生 2 0.9 89.1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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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在中餐廳與在百貨公司購物所使用的語言(分年齡層) 

成人族群裡，在中式餐廳使用咱人話的比例逐層下滑、菲語與英語逐層上

升，直至青年層菲語已是主要使用語言。學生族群以菲語與英語為主，咱人話僅

剩 2 成的使用比例。 

23 題，成人年齡層在百貨公司使用的語言多為菲語，而學生年齡層亦是使

用菲語為多，但使用英語的比例則高於成人年齡層。此題組在學生族群裡顯然已

經成為菲語與英語雙語並用的使用現象。 

綜合本小節的 13 題，分成 3 類小題組分述討論固然其清晰面，能了解不同

語言在何種人群裡各有優勢與弱勢，但在菲律賓社會裡面對人群卻是個綜合題，

因此作者將此 13 題作一統整數據，將兩族群的年齡層與性別合併探討，如下圖：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66.3 58.1 41.3 20.9 21.1

菲 40 56.3 61.9 51.8 42.7

英 16.3 25.6 39.4 45.3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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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中式餐廳點餐使用語言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4.4 7.5 6.9 3.6 3.3

菲 82.5 81.9 73.1 69.8 60

英 25 36.9 18.1 45.8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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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百貨公司購物使用語言

老、男 老、女 中、男 中、女 青、男 青、女

咱 55.29% 54.23% 49.52% 50.58% 30.48% 31.54%

華 3.65% 13.27% 5.77% 9.71% 10.19% 8.17%

菲 37.31% 41.25% 48.94% 51.73% 59.33% 57.60%

英 12.88% 20.48% 22.60% 31.06% 39.52% 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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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綜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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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兩族群語言與人群綜合圖 

就成人綜合圖而言，咱人話在老中年齡層仍具有半數的使用比例，但至青

年層則下滑 2 成，僅剩 3 成左右的使用比例。於此同時，菲語在中年層已使用超

過半數，英語則是逐層上升。 

性別的部分，使用華語出現較大的差異在老年層，女性使用華語的比例多

男性約 1 成。另外使用英語的差異則落在中年層，女性選用英語的比例略高菲語

1 成。普遍而言，性別在此綜合圖上沒有太大的差異，但老年層女性對華語、中

年層女性對英語的使用皆高於該年齡層的男性，可見女性對於擁護優勢語的趨勢

高於男性。 

學生綜合圖裡，由於兩年層的年齡距離較近，因此並沒有特別大的差異，

其落差皆在 10%以內，但可以看見學生 2 的英語使用比例高於菲語，與學生 1

有所不同，或許未來在學生族群裡英語將成為菲律賓最強勢的語言。性別的部分

則更顯得沒有差別，可說是其語言使用具有高度的共同性。 

此小段是華人進入菲律賓社會與不同人群所使用的語言比例，可以從中了

解華語幾乎無法進入菲律賓社會裡使用、咱人話的語言使用僅限縮在某些範圍裡，

而菲語是最頻繁高比例使用的語言，但在學生群裡英語有略贏過菲語的趨勢。 

 
 
 
 
 

學生1、男 學生1、女 學生2、男 學生2、女

咱 15.11% 13.68% 12.14% 13.50%

華 4.72% 3.79% 4.38% 4.07%

菲 67.25% 63.38% 58.43% 58.09%

英 54.56% 56.82% 59.11% 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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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與教學 

此類共計 7 題，分為 2 題組討論。第 1 部分是討論在學校教學現場上的咱

人話與華語的語言使用；第 2 部分則是討論此 2 語的學習場地是在哪些地方。 

(1) 第 1 類題組 

第 1 部分分作 2 小段來討論，第 1 小段綜合表如下： 

表 55：第 1 類題組 
 27.在華語課裡，學校教

授繁體字還是簡體字？ 
28.在華語課裡，學校教授注

音符號還是漢語拼音？ 
29.呈上題，你覺得這套

文字系統好嗎？ 

成人 
無 1.3% 無 1.7% 無 2.3% 

繁體字 80% 注音符號 73.1% 好 86.7% 
簡體字 18.8% 漢語拼音 25.2% 不好 11% 

學生 
無 0.7% 無 0.2% 無 1.6% 

繁體字 91.6% 注音符號 82.8% 好 77.4% 
簡體字 7.8% 漢語拼音 17% 不好 20.9% 

在本文第三章〈生存不易的咱人話〉裡有提及菲律賓的華語教育自 1899 年

開始、1926 年引進中華民國的教學制度、1993 年引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語教

學，因此為了印證文獻的準確度而設計此題組。 

成人族群所學以繁體字及注音符號為主要華語教學系統，並有 86.7%的比

例肯定此系統。學生的部份由於是作者在單一學校發放問卷，因此具有更高度的

共同性，靈惠學院以繁體字及注音符號為主要教學系統，認為該系統好的將近 8

成，但也有近 2 成的學生認為該系統不好。本題組在年齡與性別上皆具有高度的

共同性，因此不予以製圖討論。 

第 2 小段討論的則是在課堂上與老師互動時所使用的語言，如下表： 

表 56：第 2 類題組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咱 華 菲 英 咱 華 菲 英 

30.老師在教華語，使用什麼語言？ 30.4 89.4 2.3 6 31.1 80.3 5.9 11.8 
31.在華語課你用何語言跟老師談話 41.5 73.1 1.9 4.6 28.3 61.6 9.6 23.3 

首先詢問老師在教授華語時使用的語言，兩族群的回答具有共同性，老師

皆以華語為多數、咱人話為輔助語言。再詢問自己若欲與老師談話，則使用何種

語言，兩族群亦有相同的使用語言，以華語為主要使用語言、咱人話為輔助語言。

但在此題較為不同的是，學生族群此雙語所使用的比例皆低於成人族群約 1 成左

右，但英語的使用比例卻增加至 23.3%，可見學生在與老師談話時，需再以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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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輔助說明。此題組在性別上沒有太大的差異137，因此僅列年齡層，如下圖： 

  
圖 38：在課堂上的使用語言 

30 題，兩族群皆回答以華語為主要上課語言，但成人年齡層裡使用咱人話

的比例逐層下降、學生年齡層裡亦有這樣的現象，老師使用咱人話教學的比例有

下滑的趨勢。 

31 題，兩族群的回答一樣皆是以華語為主要對老師說話的語言，而使用咱

人話的佔比成年族群裡逐層下滑，學生年齡層裡亦是。而學生年齡層使用英語的

比例增加，佔有 2 成。 

以上數據可以顯示，課堂上仍以華語為主要使用語言、咱人話為輔。課堂

上是一個讓學生有機會多說多聽華語及咱人話的場所，因此也可以印證上一節語

言態度裡問及認為自己的華語與咱人話哪些部分比較好的比例則可得知，此 2

語的「聽」最好，「說」其次。 

 

 

 

                                                
137 第 30、31 題的性別數據。 

30 題 咱 華 菲 英 31 題 咱 華 菲 英 

成人(男) 37.5 88.3 2.5 3.8 成人(男) 45.4 67.5 1.7 4.2 

成人(女) 23.3 90.4 2.1 8.3 成人(女) 37.5 78.8 2.1 5 

學生(男) 30 81.1 8.4 13.6 學生(男) 27.3 60.9 13.3 25.3 

學生(女) 29.8 79.6 3.3 10 學生(女) 29.3 62.2 5.8 21.3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46.90% 25.60% 18.80% 36.40% 23.60%

華 90.60% 88.80% 88.80% 75.80% 84.90%

菲 2.50% 2.50% 1.90% 6.20% 5.60%

英 8.10% 6.90% 3.10% 11.6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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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老師教華語的語言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51.20% 43.80% 29.40% 36% 20.70%

華 68.80% 76.30% 74.40% 54.70% 68.40%

菲 6% 1.90% 3.10% 11.10% 8%

英 1.30% 6.90% 5.60% 23.80% 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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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用什麼語言跟老師談話

 



 

162 
 

(2) 第 2 類題組 

此類題組討論的是在哪裡「學習」咱人話及華語。學習的場所往往即是該

語言最廣泛使用也最具有語言活動力的地方，如下表： 

表 57：哪裡學會咱人話跟華語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家庭 學校 社團 電視 朋友 家庭 學校 社團 電視 朋友 

32.你在哪裡學會咱人話 89.6 39.6 9.2 1.2 16.9 85.9 49.1 6.2 7.3 10.2 
33.你在哪裡學會華語 25.6 91 7 30 10 50.7 89.8 3.8 12.6 7.4 

兩族群學習咱人話出現較為一致的現象，最主要的場所在家庭，皆有 8 成

以上的比例，學校則佔有約 4-5 成的比例，朋友間的談話也有約 1-2 成的比例能

夠學習該語言。 

學習華語的部分，兩族群則有相同點也有差異點。相同點為最主要的學習

場所在學校，皆有 9 成左右的比例，而成人族群另一個學習的地方則來自於電視

佔有約 3 成的比例，其次才是家庭。學生族群的部分則是來自家庭的佔比超過 5

成，其他部分則較少學到華語。可見，成人族群學習華語的部分教學生族群來得

更多元些。將此題組呈現出年齡層數據，如下圖： 

  
圖 39：哪裡學會咱人話跟華語？ 

32 題，成人年齡層裡皆以家庭為主要的學習場所，而在學校學習咱人話則

是逐層上升，至青年層時已超過半數。其他地方對於學習咱人話效果有限，大約

落在 1-2 成之間。學生年齡層與成人族群相同，但顯得更為集中，以家庭為主、

學校為輔，其他場所幾乎沒有學習咱人話的效果。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家裡 91.3 90 87.5 86.9 84.9

學校 23.1 40.6 55 50.9 45.3

社團 5.6 10.6 11.3 5.8 6.7

電視 3.8 14.4 16.9 6.7 8

朋友 18.1 21.3 11.3 1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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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哪裡學會咱人話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家裡 19.4 16.3 41.3 51.8 49.6

學校 90.6 95 87.5 89.8 89.8

社團 0.6 11.9 8.8 3.6 4

電視 18.1 36.3 36.9 14.2 10.9

朋友 6.3 10.6 11.9 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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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哪裡學會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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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題，成人年齡層皆以學校為主，在家庭學習華語以及看電視學習華語皆

是逐層上升，可見學習華語的場所較為多元。學生年齡層亦是以學校為主，家庭

為輔，但電視這個部分則與成人年齡層比較則是有所下滑，這在上述討論學生族

群觀看哪些語言的電視節目時相呼應。 

在性別的部分，整體而言沒有太大的差異138。唯成人女性在 2 個部份與成

人男性稍微有較大的差異，如下圖： 

 
圖 40：成人女性學習雙語的場所綜合圖表 

成人女性在第 32 題學習咱人話的部分，學校這個選項高於成人男性。第 33

題學習華語的部分，電視這個選項高於成人男性。由此題組可以顯見女性在學習

語言的欲望上高於男性。 

總的來說，學習咱人話的主要場所在家庭、學習華語的場所在學校，有趣

的是雙語在兩個場所裡沒有競爭關係，而是具有互補現象。意即在家裡主要是學

習咱人話，但也能學習到華語；在學校主要學習華語，但也能學習到咱人話。因

此由這些數據上可以顯示出家庭與學校是咱人話與華語學習最為重要的地方。 

                                                
138 第 32、33 題性別的各項數據。 

32. 家庭 學校 社團 電視 朋友 

成人(男) 91.7 33.3 12.9 13.3 18.3 

成人(女) 87.5 45.8 5.4 10 15.4 

學生(男) 82.2 45.8 5.6 6.2 12.2 

學生(女) 89.6 52.4 6.9 8.4 8.2 

33. 家庭 學校 社團 電視 朋友 

成人(男) 23.3 92.1 8.3 24.2 10 

成人(女) 27.9 90 5.8 36.7 9.2 

學生(男) 48.4 88.7 4.4 9.9 9.6 

學生(女) 52.9 90.9 3.1 15.3 5.3 
 

33.3

45.8

24.2

36.7

成人(男) 成人(女)

成人女性學習雙語的場所綜合圖表

32學校 33電視

 



 

164 
 

（四）語言與宗教 

此題組共計有 2 題，是討論有關於在宗教場合上使用的語言，如下表： 
表 58：宗教場合裡所使用的語言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咱 華 菲 英 咱 華 菲 英 

38.在你的宗教信仰的活動場合裡，

通常使用何種語言？ 45.8 16.7 16 36 13.8 4.9 23.1 75.8 

39.當你在禱告或是祭拜神明時，通

常使用何種語言？ 48.5 14 14 32.3 5.3 2.4 20.4 85.6 

38 題詢問的是有關於自己宗教的活動場合，例如廟宇或是教會等地，成人

族群表示使用咱人話的比例佔 45.8%、英語佔 36%；學生族群則表示以英語為主

的比例佔 75.8%，菲語佔 23.1%。 

39 題則是詢問受試者當在內心禱告或是祭拜神明時，自己使用什麼語言來

與神明談話，成人族群表示有 45.8%以咱人話為主、有 32.3%使用英語。學生族

群裡則是 85.6%使用英語，20.4%使用菲語。 

兩題所詢問的角度不同，但所得到的答案卻是一致。這有可能的原因是宗

教是撫慰人心的一個區塊，因此期望能使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來作相關的活動，

因此當選擇宗教場合時也會朝向自己熟悉的語言來尋找，而禱告或祭拜神明時自

然以自己熟悉的語言向神明訴說。在成人族群裡，咱人話為主，英語為輔。學生

族群英語為主，菲語為輔。其選用的語言有所不同。 

此題組的性別差異沒有太大139，因此僅以年齡層呈現，如下圖： 

                                                
139 第 38、39 題性別的各項數據。 

38 題 咱 華 菲 英 39 題 咱 華 菲 英 
成人(男) 42.5 9.6 18.3 33.3 成人(男) 46.3 8.3 17.1 28.3 
成人(女) 49.2 23.8 12.9 39.6 成人(女) 50.8 19.6 10.4 36.3 
學生(男) 7.9 5.3 25.8 75.3 學生(男) 6.4 2.7 23.8 85.1 
學生(女) 6.1 3.6 18.7 80.9 學生(女) 7.3 2.4 25.3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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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宗教場合裡所使用的語言 

38 題，成人年齡層咱人話的使用比例逐層下滑、華語穩定在 2 成內、菲語

逐層緩慢上升、英語逐層快速上升，直至青年層時已近半數，可見隨著年齡層的

改變，在自己的宗教場合裡主要使用的語言也有所不同。學生年齡層則是英語為

主要使用語言，菲語僅有 2 成，咱人話僅 15%，華語則不到 5%的使用，2 年齡

層沒有特別大的差異。39 題的各語言使用現象與 38 題雷同，不予贅述。 

兩族群中此 2 題的共同性極高。成人族群裡咱人話使用比例皆在青年層這

部分快速下滑，而英語快速上升，成為主要的使用語言。學生族群則是以英語為

壓倒性的語言使用，菲語居次。 

本章問卷共計 50 題，細分 7 大類，已完成分述討論，下一節則以綜合分析

來探討這些數據背後所呈現的意義。 

 

 

 

 

 

 

 

 

 

 

老 中 青 學生1 學生2

咱 61.90% 49.40% 26.30% 14.20%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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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章第二、三節分述討論七大類別的各項數據，初步了解菲律賓華人在各

類項時使用各語言的現象，也描繪出華人在各種情境下所選用的語言。 

本節的討論則是在已完成的數據上再進行歸納，以整合數據的方式綜合討

論。本章以族群、年齡層及性別作分述，但數據發現性別差異的部分並沒有明顯

的呈現，因此此節採用二大主軸「族群」及「年齡層」作討論。 

 

（一）成人與學生族群 

此部分是針對所有問卷內容討論成人族群及學生族群之間的相同處及差異

處。第一部分是將所有問卷數據共同作比較，第二部份是抽出問卷裡訪問咱人話

及華語的五個題組及其他相關的題目以綜合數據討論雙語的重要性。 

綜合比較(1)  

首先將統計 50 題問卷所得的數據一分為二，將兩族群選擇相同的選項劃為

一類、選擇不同的劃為一類，例如第 1 題「請問你認為你是哪國人？」成人族群

回答以中國人為多數、學生族群以菲律賓人為多數，因此將此題劃分為選擇不同

的一類，以此類推將 50 題問卷統計後分類，如下圖： 

 
圖 42：兩族群的問卷總數綜合圖 

統計問卷後兩族群選項相同有 30 題、不同的則有 20 題，正巧是 6：4 的比

例。顯示多數題目裡即使兩族群的數據顯示出高低落差，但整體而言兩族群仍有

其共識存在。但不可否認的，亦有 4 成的比例在兩族群出現差異，因此作者再細

分這些選擇相同與不同的選項，究竟是落在七大類別裡的哪些部份，如下圖： 

選擇相

同

60%

選擇不

同

40%

兩族群的問卷總數綜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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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兩族群選擇異同綜合圖 

由上圖顯示，可分為 4 類： 

(一)、分裂的選擇：「國族認同」、「語言態度」是較為分裂的選項，各自約有半

數是選擇相同與不同，其中「語言態度」的部分選擇不同略高於相同，顯

示出兩族群上對於語言有著的不同想法。 

(二)、選擇相同與否各有高低：「語言與社會」是選擇相同高過於選擇不同；「語

言與人群」是選擇不同高過於選擇相同，這兩部分是各有高下，且存在著

歧異的部分。若將「語言態度」與「語言與人群」裡選擇不同的總數相加

共計 14 題，已佔選擇不同裡超過 7 成的比例，這顯示出這 2 部分兩族群在

語言的選擇上已各有定論。 

(三)、共同選擇：兩族群百分之百有共識的類別是「語言保存」以及「語言與教

學」，此 2 部分共計 14 題，已佔選擇相同部分的近半數，可見這部分對於

語言的想法具有高度共同性。 

(四)、選擇完全不同：最沒有共同點的類別是「語言與宗教」，2 題皆是選擇不同，

可見這類別是兩族群歧異最大的部分。 

將選擇相同與否細分出落在哪些類別裡，可清楚得知最有共識的是落在「語

言保存」以及「語言與教學」的部分；最沒共識的是落在「語言與宗教」。其他

類別則正存在著拉鋸戰，其中「語言態度」與「語言與人群」這 2 類別選擇不同

已高過於選擇相同，儼然已呈現出其語言趨勢。 

此部分是以 7 大類別為主軸，將上述兩族群各題選填最高的數據選出，並

統計其相同與否所作出的圖表。若是將相同數據，但是以使用的語言為主軸，則

顯示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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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言

與社會

(五)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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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語言

與教學

(七)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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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兩族群使用各語言的比例 

此圖是將問卷裡共計有 30 題是勾選 4 語的語言使用作一總表，例如第 7 題

「中秋節舉辦『博中秋』活動時使用何語言？」兩族群皆選填咱人話為最高比例，

因此將此題列入咱人話的比例中，以此類推將 30 題統計完成。 

在成人族群中，選填咱人話為最高比例的有 19 題，佔 64%、華語 4 題，佔

13%、菲語 6 題，佔 20%，英語 1 題，佔 3%。可以由此數據清楚得知成人族群

以選用咱人話為多數，其次是菲語。 

在學生族群中，選填咱人話有 7 題，佔 23%、華語 2 題，佔 7%、菲語 10

題，佔 33%，英語 11 題，佔 37%。菲語與英語成為學生族群中最高比例使用的

語言。若與成人族群相比，咱人話下滑了 41%，而英語上升了 35%，此 2 語一

降一升的情況下可以得知兩族群目前主要的語言分屬咱人話與英語。 

兩族群相同的部分在於菲語，皆在各兩族群裡屬於次要的語言，但上圖表

現出的現象卻有所不同。若僅談論菲語及英語的部分，成人族群中使用菲語（20%）

高於英語（3%）；而學生族群中，使用英語（37%）略高於菲語（33%），顯示出

成人族群裡若是能使用咱人話的情境裡則使用咱人話，若是進入菲律賓社會時則

選用菲語來回應人群。而學生族群則是將咱人話的使用範圍縮小，當進入菲律賓

社會時則選用英語應對，這樣的應對比使用菲語略多一些。 

總的來說，成人族群中以咱人話為主要使用語言；學生族群裡則實施雙語

（英語、菲語）並用的現象，在語言的選擇上，兩族群出現截然不同的現象。而

這樣的現象就如同徐大明等人討論因為交際類型不同而產生語碼轉換的現象。 

徐大明等人（1997：182）： 

「除了社會關係以外，甘柏茲還從交際類型來解釋語碼轉換現象。他認

為較可以分兩類：一種叫作個人交際(personal interaction)，另一種是辦

事交際(transactional interaction)。第一種交際體現在比較密切的人際關係

咱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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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族群
咱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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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如朋友，同年齡的人、家庭成員等。第二種交際是去商店、去銀行、

看醫生時進行的交際。在第一類交際中，非正式的語言變體出現的概率

較大。在第二類交際中說話人在某種程度上暫時擺脫自己的個性並按照

相映的地位來進行活動。這一類交際中正式的語言變體出現概率較大。」 

這正巧解釋了兩族群在各自身處於菲律賓社會時使用非正式語體與正式語

體的差異。成人族群以咱人話當作是個人交際語，將菲語當作是辦事交際語。學

生族群則是將菲語當作是個人交際語，英語當作是辦事交際語。兩族群選擇的角

度相同，但呈現出來的語言選擇不同。 

若再將兩族群使用的語言與七大類別綜合數據交叉分析，則呈現如下圖： 

 

 

圖 45：兩族群使用四語與七大類綜合圖 

 

 

(二)語言態度 (三)語言保存 (四)語言與社會 (五)語言與人群 (六)語言與教學 (七)語言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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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族群使用各語言在各項類別裡綜合呈現可以得知，僅有「語言與社會」

裡的咱人話使用是相同的以外，其他幾乎在各類別裡的語言選項幾乎不相同。 

從上圖可以得知，成人族群在各類別選用咱人話的部分在學生族群裡則多

數選用英語與菲語。尤其在「語言態度」與「語言與宗教」這兩類別裡，全然的

選擇英語。而選擇菲語最多的類別則是在「語言與人群」裡。 

綜合以上的各類圖表總結出兩族群對於各語言的使用，如下表： 

表 59：兩族群的語言選擇 

 成人族群 學生族群 

母語/非正式語體 咱人話 菲語 

交際語/正式語體 菲語 英語 

成人的母語是咱人話，但為了融入菲律賓社會，選擇學習菲語來應對；學生

的母語已與成人不同，轉變成菲語為母語，但英語是菲律賓明定的官方語言，為

了讓自己更增加競爭力，因此學習英語成為菲律賓人的必然趨勢。也就是說，雖

然選用的語言不同，但其背後意義卻是相同的。 

 

(2) 咱人話與華語五題組的綜合比較 

第二部分是抽取問卷裡 5 題組討論有關於兩族群面對咱人話與華語時的想

法，再綜合其他相關的題目綜合了解咱人話是否繼續存在或是應該被取代等問題，

來探討雙語目前在菲律賓的定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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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兩族群咱人話與華語綜合圖 

上圖是將 5 題組裡，各自題目裡選填最高比例者選出，並合併在同一圖表

裡。兩族群在選填此 5 題組時，前面 3 題組有所不同，例如學習咱人話最高的場

所比例落在家庭、華語落在學校。而相同的部分則是在後面的 2 題組，詢問雙語

裡的聽說讀寫哪些部分最好，兩族群皆是選填「聽」，也相同的認為會讓小孩學

習此雙語。 

在本問卷題目裡，前後各自擺放一題關於雙語的語言保存問題。如下圖： 

 
圖 47：第 4 題及第 48 題的綜合圖表 

首先在問卷前端的是第 4 題「除了菲語和英語，你覺得菲律賓華人最需要

會講的語言是？」擺在問卷後端的則是第 48 題「如果咱人話和華語只能保存一

種，請問你認為哪個比較重要？」首先是有關於「實際面」的語言使用、再來則

是「心理層面」的語言保存，由此數據可知兩族群的選擇有所相同也有所不同。 

第 4 題，兩族群皆認為除了菲語與英語之外，華人最需要的語言是咱人話。

但第 48 題問及雙語僅能保存一語時，兩族群對於咱人話的保存比例皆下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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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下滑超過 2 成；學生族群則下滑約 7%，這樣的現象導致成人族群回答此題組

時出現結果不一致。但由此題組可以得知，兩族群皆認為最需要會講的是咱人話，

但若是選擇一語保存，成人選擇華語、學生選擇咱人話。 

綜合以上 2 個題組可以了解，咱人話與華語存在著合作關係也具有競爭關

係。若在教學現場或是家庭場合，那麼雙語擁有合作關係，具有加成效果，雙雙

拉提語言的使用。但如果是討論菲律賓華人應該保存哪一種語言時，則存在競爭

關係。如下圖： 

  

圖 48：雙語的語言競爭 

上圖的主軸都是在詢問華人心目中咱人話重要性的程度有多少。 

首先，造成咱人話可能消失的因素有很多，不一定僅僅只有華語的影響，

有更大的威脅是來自菲語與英語，因此在不設定前提之下而詢問此題。成人族群

肯定的回答「不會」有 57.1%，認為「會」或選填「不確定」則有 42.9%；學生

族群回答此題肯定的回答「不會」僅存 4 成不到，而選填「會」或選填「不確定」

的則超過 6 成。可見，回答此題時成人族群給予更多的肯定。 

第 2 題則是假定以華語當作可能威脅咱人話的語言地位時，兩族群的回答

是否相同。成人族群認為咱人話不應該被取代將近 6 成；學生將近 5 成，但認為

應該或是不確定的比例，學生族群則高於成人族群 1 成，與上題所呈現的數據雷

同，不確定數皆高過於肯定數。 

綜上此小段有關於咱人話與華語的數據比較，可以了解雙語互有優劣，若

再配合上一小段「綜合比較」可以得知，咱人話雖然在學生族群裡的語言使用範

圍有縮小的情況，但仍然具有實用的功能性。而華語則是幾乎無法進入菲律賓社

會，因此綜合所有數據後，菲律賓華人認為咱人話比華語重要。進而證明本問卷

的第 5 題以排序列出此 4 語的重要性：菲語、英語、咱人話、華語。雖然咱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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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然擁有其語言定位，但語言使用範圍縮小再加上使用人口老化，這皆是對

咱人話提出的警訊。 

 

（二）年齡層 

本章以社會語言學的定量研究方式選定年齡層及性別分述討論。其中成人

族群分作 3 層、學生族群分作 2 層。在本章第二、三節初步討論後發現，學生族

群即使以學制的方式分作 2 年齡層，但可能因為年齡較為接近，因此在討論各項

類別時，幾乎沒有過大的落差。因此本小段將以成人年齡層作討論。 

在成人三年齡層中，青年層是與其他二年齡層最為不同的部分。如下圖： 

 
圖 49：青年層與其他二年齡層不同 

上圖是將青年層與老年層使用咱人話的比例下滑超過 2 成的題目選出，再

逐一放入 7 大類別裡所作出的綜合圖，總計有 17 題。 

在「語言與人群」共計有 13 題，其中青年層在此類別有 8 題與老年層有落

差；「語言態度」則有 5 題的落差。而其他類別例如「語言保存」或是「語言與

社會」則較沒有這樣明顯的情況，是屬於三年齡層皆有穩定使用咱人話的類項。 

當青年層使用咱人話的比例下滑，勢必會有其他語言使用比例增加，因此

作者再將分屬於 4 大類別中的每一題作出下列表格： 

 

 

 

 

 

 

 

(二)語言態度 (五)語言與人群 (六)語言與教學 (七)語言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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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青年層與老年層咱人話使用比例下滑綜合表 

類別 題數 老、青年層的比例 轉用語言 差別 

(二)語言態度 25 題 67.5%→29.4% 菲語 44.4%  

26 題 78.1%→31.9% 英語 40%  

35 題 76.9%→38.8% 菲語 43.1%  

42 題 80.6%→31.3 (流利) 混合 36.9%  

43 題 61.9%→30.6%(混合) 一般 26.9% 未超過原使用語言 

(五)語言與人群 11 題 91.3%→61.9% 菲語 26.9%  

13 題 95%→68.8% 菲語 26.3% 未超過原使用語言 

14 題 93.1%→72.5% 菲語 51.9% 未超過原使用語言 

15 題 90%→35.6% 菲語 73.8%  

16 題 83.8%→35.6% 英語 67.5%  

17 題 76.9%→40% 菲語 50%  

18 題 51.9%→25.6% 英語 50.6%  

20 題 36.3%→13.8% 菲語 53.8%  

(六)語言與教學 30 題 46.9%→18.8% 華語 88.8% 僅咱人話下降 

31 題 51.2%→29.4% 華語 74.4% 僅咱人話下降 

(七)語言與宗教 38 題 61.9%→26.3% 英語 49%  

39 題 66.9%→26.3% 英語 50.6%  

在這 17 題裡，有 2 題是討論語言的流利程度與否，在此選項中青年層與老

年層相比皆各自降一格，其中 42 題討論咱人話的使用程度，青年層選擇「必須

混合其他語言」的比例高於「流利」；43 題討論華語時，則仍以「必須混合其他

語言」的比例為高，但已與老年層有超過 3 成的落差。除了這 2 題以外，其他皆

是四語的勾選。 

首先「語言態度」裡有 2 題轉換選用菲語、1 題選用英語。第 25 題選擇作

夢的語言以及第 35 題生氣時所使用的語言，青年層主要使用的語言已是菲語，

皆有 4 成以上的使用比例。而第 26 題在心中想事情的語言，青年層則選用英語，

也高過於咱人話的使用。 

其次「語言與人群」裡青年層將語言轉換成菲語的有 6 題、英語有 2 題。

但需要一提的是，第 13 題（與父母溝通的語言）及第 14 題（與家人說話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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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是青年層使用咱人話的比例與老年層相比下滑超過 2 成以上，但實際上仍

以咱人話為主要使用語言。而另外 4 題則是菲語的使用比例已超越咱人話，其中

青年層使用咱人話的比例與老年層落差最大的是第 15 題（你和同學、朋友說話

的語言），自老年層的 90%降至青年層的 35.6%，而選用菲語則是高達 73.8%，

菲語在此題的使用比例亦是該類別裡最高的使用比例，可見青年層裡主要與同輩

說話的語言已轉換成菲語。 

轉用英語的部分則是第 16 題（和小孩子說話的語言）及第 18 題（和神職

人員說話的語言），使用英語的比例皆超過半數。由這類項目裡可以得知，青年

層轉用菲語與英語的比例大幅上升，對咱人話的使用大幅下降，儼然已是趨勢。 

第 3 部分是「語言與教學」，這項類別共計 2 題皆是咱人話使用比例下降，

但華語使用的比例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可以得知的是，在教學場合裡咱人話

的使用比例已下滑，這可能的原因是老師與學生皆已能多數使用華語來授課、學

生也能以華語與老師作應對，因此使用咱人話的比例雙雙下滑。 

最後一類別是「語言與宗教」，其 2 題使用咱人話的比例皆下滑超過 3 成，

而轉換為英語，使用英語的比例已超過半數。若再配合「語言與人群」裡的第

18 題（和神職人員說話的語言）作討論，可以清楚得知青年層在關於宗教上的

語言選用完全以英語為主，此類別具有高度的共同性。 

總計上述 15 題中，8 題選用菲語多是落在「語言與人群」、5 題選用英語在

各類別中皆有出現、2 題咱人話下降、使用華語持平則皆出現在「語言與教學」。 

青年層有這樣的語言轉換或許有可能是語言上的代差140，但也可能是受到

西元 1973 年《新國籍法》以及《華校菲化案》的確立之後，原本是中國華僑的

身份轉換成菲律賓華人，而對於原本認同中國的華僑也轉而認同菲律賓的華人。 

更進一步的說明，本問卷訪問的青年層是出生於 1977 年-1996 年，正巧是

此兩案通過之後的年齡層。青年層從出生到入學，完全與老、中年齡層不同，咱

人話出現語言斷層，再受到同儕、朋友之間的語言選用影響，華人原本高度使用

咱人話的現象在此年齡層已轉換為使用菲語與英語。 

 

 

                                                
140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1997：88-89）：「不同年齡的人說話不同，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

實。這種差別可分為兩類：代差(generation difference)和年齡級差(age grading)。所謂代差指

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的差別，年齡級差指同一代中間不同年齡的人之間的說話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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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鄒嘉彥、游汝傑（2007：18）所言： 

「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是指社會成員因為某些因素的影響使他們沒

有繼承上一代的母語，反而轉而使用另一種語言。這種情況屬於『個人』

語言轉移。一般來說，如果他們除了繼承上一代母語之外，又學會另一種

語言，就不應屬於『語言轉移』，而只是透過附加語言或法定正式語言被

另一種語言代替，這是『功能』性的語言轉移。 

若以這個前提來定義華人青年層目前的語言現象，則可以說是「功能性」

的語言轉移，也就是說青年層雖然多以菲語與英語為主要使用語言，但整體而言

青年層並沒有放棄咱人話，只是使用咱人話的範圍縮小，還未達到全然的消失。 

但若是看到學生族群裡的語言使用，則可能進入正式的語言轉移現象。在

本節首先討論兩族群的語言使用比例的數據可以得知，成人族群使用咱人話的比

例仍有 64%、學生族群使用咱人話的比例僅剩 23%，而使用菲語及英語的比例

相加已達 7 成，可見在學生族群裡已幾近完成了語言轉移。 

因此若是綜合這些數據可以列出各年齡層的語言進程，如下表： 

表 61：各年齡層的語言進程與使用語言現況 

年齡層 語言進程 語言現況 

成人老、中年層 語言忠誠 對咱人話仍有高度的使用比例 

成人青年層 功能性的語言轉移 仍繼續使用咱人話，但在某些場合裡已轉

用其他語言 

學生族群 幾近完成語言轉移 使用咱人話的比例快速下滑，多數場合皆

以菲語與英語為主 

國家政策的轉變，身分認同、國族認同也跟著轉變，而屬於該族群的語言

也就跟著受影響，進而產生語言轉移。一但出現語言轉移，勢必對原語言產生巨

大的影響。 

綜觀本節以「族群」及「年齡層」分述討論，統合各項數據進行比較分析

之後，對於咱人話的社會現況已有所知曉，但若是以更為宏觀的角度全盤思考，

何以菲律賓華人會對咱人話產生歧異的想法，其皆是因為「年齡」的關係。 

老一輩的華人對於咱人話有著堅定的信念、中生代的華人承襲老一輩對於

語言的看法，對咱人話具有高度的認同度，但青年層的華人出生在施行《新國籍

法》及《華校菲化案》的世代之下，逐漸認同自己是菲律賓人，進而對咱人話有

了語言轉移的現象，最後則是學生世代，幾乎是將英語及菲語當做是母語，而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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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話成了「長輩的語言」，總計 4 個年齡層所反映出來的現象，皆是華人當下所

處的社會環境，接受著不同的政策、思想洗禮，形成該年齡層對咱人話的「共識」，

綜合起來即是現今的語言現況。一個語言若是成了「長輩的語言」那麼這個語言

該去擔憂傳承的未來性。陳曉錦（2014）將東南亞各國的閩南語逐一討論，也觀

察到菲律賓福建閩南語目前的現況，因此將菲律賓福建閩南語列為第一級瀕危
141

，

並提及： 

菲律賓福建閩南話，泰國和柬埔寨的潮州話的使用人口，都各佔所在國華

人的 80%以上，這三種方言不論祖籍地，所有華人的通用語。 

之所以將這樣的方言歸入「瀕危」之列，不僅僅因為他們的使用人口語所

在國的人口無法相比，這些漢語方言語所在國的主流語言無法相比，這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這些方言均缺乏後續使用者。這些如今在各自的社

區中位排第一的方言，其實使用者主要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人基本上少說、

不說，他們往往更願意選擇學習、使用居住國的官方用語、世界通用的英

語，或在世界範圍內正呈上升態勢的華語。（2014：1,326-1,327） 

青年層以及學生族群在學習菲語以及英語的意願中顯然比中、老年層還高，

咱人話在這股浪潮中，是否能持續屹立不搖又或者是隨著浪潮而消失在菲律賓華

人社會中，這些都必須是菲律賓華人必須思考的問題。 

本章藉由問卷的方式，探討菲律賓華人目前使用語言的現況。而下一章將

討論〈咱人話語言保存的可行性〉亦能將此語言現況納入共同討論，以期望能找

尋最適切的保存法案。 

 

 
 
 
 
 
 
 
 

                                                
141 陳曉錦（2014：1,329）：「五個級別，瀕危的程度依次遞增，第一級相對輕，第五級程度最重。

第一、二級的方言在短時期內還不會徹底消亡的危險，第三級將會很快向第四級演變，第四

級墮落第五級的可能性很大，第五級的方言則沒有任何起死回生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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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咱人話語言保存的可行性 
咱人話百年來在不同的時間點因著不同的原因一點一滴的消逝，這絕對不是

菲律賓華人社會所樂見的。有如上一章節討論菲律賓華人對於咱人話已有分裂的

共識，老、中年齡層仍然保持對咱人話的語言忠誠，但青年層與學生族群則已出

現語言轉移的現象，因此如何延續咱人話在菲律賓的語言使用及語言活力，成為

極為重要的課題。 

本章分作四個層次討論咱人話語言保存的可行性。首先，必須確立咱人話不

再以外來者自居，也不再只是附屬在菲律賓的中國漢語方言。西元 1973 年華人

入籍菲律賓之後，以菲律賓少數民族的母語紮根在菲律賓，如同菲律賓華人作家

投石（1989：193）所言： 

就像入籍的華裔菲人必須也只能以菲律濱為依歸，從屬菲律濱一樣，作為

華族語文的華文也必須是這樣。明確立足於菲律濱才是根本，才有出路。 

自 1973 年頒布《新國籍法》後，華人以菲律賓為身分認同的母國已是不爭

的事實，華人的母語亦必須重新再定位，才是咱人話未來可行的道路。目前華人

的身分已具備條件得以讓咱人話進入〈特殊語言（含母語）保障條款〉，以國家

的力量來保障華族母語的語言地位。 

另外，根據上一章討論咱人話與華語的相關數據顯示，雙語之間雖存在競爭

關係，但更多的場所是是屬於合作關係，因此為了不讓雙語在菲律賓社會逐漸流

失，最後被菲語及英語完全取代，雙語（咱人話與華語）更應該有合作的共識以

抵抗更為強勢的雙語（菲律賓語與英語）。 

最後，筆者提出制定咱人話與華語的雙語教育辦法，不論是採取分時段雙語

教育或是分科雙語教育，其效果絕對遠高於現階段的「拼接式語言教學」。不但

將咱人話制度化並延續其語言活力，亦是增進漢語在華人社會裡的流通率，是個

共同扶持讓華人的雙漢語共生在菲律賓社會裡的辦法。 

 根據上一章針對咱人話的數據顯示，目前仍算是活躍於菲律賓華人社會，

因此具有「再生」的可能。本章以咱人話的再定位、「華語熱」產生後，咱人話

所得到的新契機以及語言保存的可行性，包含進入少數語言條款、建立咱人話的

讀寫系統，最後進入華校體制與華語成為雙語教育的可行性，綜合一系列的討論，

期盼為咱人話走出一條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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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咱人話的再定位 

一個國家可以擁有多種語言；一種語言也可以在多個國家延續，語言不是

以國界就能作出清楚的區分。舉例來說就亞洲地區而言，「馬來語」是馬來西亞、

印尼、汶萊及新加坡等國家的共通語，並且皆有國家力量的支持，成為該國主要

使用語言之一。「新加坡」是匯聚多種族群組合而成的國家，並將各族群間的共

通語整合制定出四種官方語言。語言與國界之間往往無法清楚劃分界線，因此語

言隨著人群的遷徙而落地生根甚至可能進一步的開花結果。 

早期隨著華人來到菲律賓並留下了足跡，而當地華人為了區分與當地菲律

賓人所講的菲律賓語為不同語言，因此將自身的語言稱為「咱人話」意即「咱家

己人所講的話」，這是華人將閩南語帶到亞洲各地，除了台灣賦予閩南語為「台

語」以外，讓閩南語擁有新名稱的地區。而這樣賦予新名稱的案例，也時有所聞，

如：同為英語體系的「美語」及同為馬來語體系的「印尼語」142。 

因此，閩南語雖然散佈於各地，但台灣人稱之為「台語」；菲律賓華人則稱

之為「咱人話」皆是一種對該語言的認同所展現出來的表現。 

下表就目前仍廣泛流通閩南語的地區與菲律賓的情況作一比較： 

表 62：閩南語在亞洲四國的現況  
國家 閩南語在各地的別稱 使用現況 法定地位 

中國 漢語方言一支，使用於

閩南地區而稱之，為本

土語言。 

普遍使用於福建省及部分

廣東省地區。早期隨著華人

出走海外散佈各地。 

漢語系方言之一，沒有

官方地位。 

台灣 早期華人移民帶入的外

來語，台灣人將此語言

稱為台語。 

普遍使用於全台灣各地。 沒有官方地位，但納為

本國語文之一，並具有

一系列相關語文法案。 

新加坡 早期華人移民帶入的外

來語，新加坡人稱為福

建話。 

華人之間多使用閩南語作

溝通語。 
沒有官方地位，但為多

數華人的母語。 

菲律賓 早期華人移民帶入的外 華人社會的共通語。 華族語言，沒有官方地

                                                
142 美語及印尼語：英語在美洲是屬於殖民地語言，亦是屬於外來語，但自美國自英國獨立之後，

保留其英語並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成為「美式英語」，其語言形式上亦有些許上的差異，並試圖

區別出「英語」與「美語」的不同。雖然其二語之間溝通幾乎無障礙，卻也因為認同上的差

異，美國期望將英語在美國重新賦予新定義。另一例即是跟此關係雷同的「馬來語」，雖然在

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印尼皆為主要語言之一，但印尼為了凸顯其「國家語言」，因此將

馬來語賦予新名稱「印尼語」與其國家名稱作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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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語，菲律賓華人稱為

咱人話。 
位。 

由上表可知，閩南語在四國的現況裡，以在台灣的地位最高、其次是菲律

賓、中國及新加坡則皆在後位。而今，菲律賓華人有可能使咱人話成為第二個被

賦予法定地位的閩南語。 

西元 1973 年是菲律賓建國後的第 27 年，也是中菲建交的前 2 年，在菲律

賓的歷史上或許並無特殊意義，但對菲律賓華人而言卻是舉足輕重的關鍵一年。

因為馬可仕修改了《新國籍法》的國籍認定，將漂泊於菲律賓近 400 年的最大外

僑集團賦予新的身分－菲律賓公民，讓寄居在菲律賓的中國華僑取得國籍後成為

菲律賓的主人，成為少數民族之一，是具有合法身分的菲律賓人。中國華僑就此

重新被定位成為菲律賓華人，而咱人話也應該從外來者所帶來的語言重新被定位

為菲律賓的少數語言。 

咱人話擁有華人賦予的「新名稱」及菲律賓政府賦予的「新身分」，有了這

樣的雙重條件，將咱人話重新再定位並不是標新立異地的創新想法，而是個必經

過程，也是更加明確地指出咱人話目前在菲律賓現況的表現，而這樣的概念在西

元 2000 年時菲律賓華人學者吳文煥即已提出： 

多數華人已成為居住國的公民和少數民族相適應，華文和華語實際上已成

為居住國的語文之一，所不同的只是它是屬於華人少數民族或華族的語

文。 

自 1973 年後，華人重新建構了專屬於「菲律賓華人」新的身分認同，就如

同張詠涵（2009：10）所言： 

「族群變遷是人們面對生活情境極端改變時，在先前的認同不復存在，而

個人或集體處於新的情境中所採取新的文化意涵及實踐，已形成新的認同，

或是對於舊有的認同重新投注新的文化意義，經由族群認同的重新建構過

程，而使族群達另一均衡狀態。」 

不論是語言認同或是國族認同，皆因為國家政策上的轉變而有所不同，不

少學者對於國族認同做過相關調查，首先是菲律賓當地華人學者 Teresita Ang See

（洪玉華）在修改國籍法後的 22 年，西元 1995 年所作的問卷調查裡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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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What Country Do You Call Home?（By address and age） 

 Philippines China Other/No Answer Total 

Metro Manila 96.8% 1.7% 1.6% 100% 

Provinces 97.3% 0.0% 2.7% 100% 

No Address 100% 0.0 0.0 100% 

17-21 96.7% 1.9% 1.3% 100% 

22-32 98.1% 0.0 1.9% 100% 

33-45 98.2% 0.0 1.8% 100% 

46-Above 96.0% 0.0 4.0% 100% 

No age 100% 0.0 0.0 100% 

此表格（1997：47）143顯示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的，不論是馬尼拉地區或

是外省地區、不論是哪個年齡層皆高達 96%以上的比例，其國族認同相當一致。 

相隔 16 年後，中國學者章石芳於 2011 年的問卷裡也提及「你覺得自己是

哪個國家的的公民？」其回答是菲律賓公民的比例達 97.3%，也顯示出其國族認

同的一致。 

作者對於此問題亦放入本文第五章的問卷，但與上述二位學者不同的是，

作者區分兩類族群，因此其顯示出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在問及「你認為你是哪國

人？」成人年齡層認為是菲律賓人的比例逐層上升（老 43.1%、青 50%），學生

兩年齡層則有（83.1%及 74%）的比例。成人族群裡國族認同仍有所拉鋸，但在

學生族群裡則已完成國族認同上的確立。可見，不論是修改國籍法後的 20 年或

是 40 年所作的問卷，其國族認同皆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 

綜上所述，華人入籍菲律賓後，其國族認同也跟著落地生根，認同自己為

菲律賓華人，咱人話的「再定位」是個必然性的歷程，也是華人族群在菲律賓重

新建構族群認同、國家認同之後的最後一塊拼圖。 

 

 

 

 

                                                
143 其問卷調查時間在 1995 年，但文章發表在 1997 年，因此在敘述上仍以 1997 年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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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咱人話的新契機 

加強對自己語言的正面態度，是語言保存裡最重要的一件工作。語言若是

沒有了這些正面的態度，一定會步向衰亡（D. Crystal，周蔚譯，2001：172）。

即使近百年來不少法案導致咱人話失去了一定程度的語言活力144，近年來更受到

華語熱的影響再一次受到衝擊，但這不代表咱人話就此應該消失在菲律賓的舞台

上，畢竟語言是身分的認同，也是族群的象徵。 

或許這幾項法案對咱人話影響重大，但咱人話卻仍然延續至今，有 2 項重

要的原因：1.菲律賓對於當地語言是友善的、2.咱人話是華人的身分特徵，其語

言認同足以支撐咱人話的延續力。 

首先，族群與語言之間往往產生連動，菲律賓政府對於當地語言是屬於柔性

的政策，對於族群間也沒有產生較大的流血衝突145。除了制定官方語言以外，對

於其他語言並沒有特別的限制或是禁止，「語言多樣化指數」裡即可看出端倪，

如下表： 

表 64：十國語言多樣化指數比較  

國別 語言多樣化指數 國別 語言多樣化指數 

印尼 .764 臺灣 .350 

菲律賓 .745 中國 .118 

馬來西亞 .716 日本 .015 

新加坡 .419 南韓 .000 

英國 .325 美國 .505 

整理自：施正鋒（1998：61-62） 

「語言多樣化指數」是指該國家語言的總數量以及其「自由使用的程度」所

換算出來的指數，指數越高代表該國的各語言生存空間越安全也越能發展其語言

活力，反之則否。 

 由這個指數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擁有多少語言不代表其語言指數就會越

高」。如同表格裡的「中國」，中國是個多語言、多族群的國家，單單是幾大方言

                                                
144 何大安（2007：1）：「語言活力（language vitality），是指語言的活動能力，也就是語言在一

定場域中被使用的頻度和完整度的總合。…語言活力，就是瀕危語言的維生指數，或是溫度

計。」 
145 顧長永（2005：32）：「菲律賓的少數民族很多，包括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印尼人等，大

致上沒有族群的衝突，因菲律賓的中部及北部地區已成為天主教的範圍，人民擁有共同的宗

教信仰，已形成一個更大的族群認同，因此較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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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就足以讓學者們爭論不休，更遑論還包含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但其語言多樣

化指數卻僅有「.118」遠遠低於菲律賓、新加坡等國。若是要以大國論述，美國

的指數也有「.505」與中國的「.118」仍然存在一大段的差距。 

反觀「台灣」，台灣擁有南島語系四大語支裡的三大語支，再加上漢語系裡

的華語、台語及客語，其語言多樣化指數只有「.350」。不得不說，台灣「獨尊

國語」的剛性語言政策，是讓台灣語言多樣化指數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至於韓

國及日本的指數特別低，也是獨尊該國的國語所導致的，即使日本國內有少數民

族「阿依努族」（アイヌ）也幾近被同化而使用日語，可以說是在亞洲裡幾近無

語言多樣化指數的國家代表。 

由表格裡各個國家的語言指數即可看出，真正使語言多樣化指數偏高的原因

除了該語言總數量有一定的數量以外，在於「是否有限制或是禁止該語言的使用」，

菲律賓本身即擁有多語言，在西班牙殖民時期無明令禁止，美國統治時期亦是屬

於自由放任態度，直到菲律賓獨立之後才明訂官方語言，但這亦無損其他地方語

言的發展，正因為菲律賓對於語言的態度是友善的，咱人話才得以延續生存至今，

不至於有一項法條將咱人話趕盡殺絕。 

其次，目前有許多學者皆提出相關指標或是指數作為判定一個語言活力的高

低，其中以 Kincade（1991：160-3）所列的指標較能貼切的說明目前咱人話在菲

律賓華人社會裡的語言活力。如下： 

1. 存活的（viable）語言：語言族群的人口數目、興盛程度都夠分量，意

謂長時間內，不致出現威脅存活的狀態。 

2. 存活但小眾的（viable but small）的語言：語言族群的人數超過千人，

族群比較孤立，或是內部組織比較堅固，說話人也知道他們的語言是

身分的表徵。 

3. 瀕危的（endangered）語言：說話人的數目僅足以維持語言存活，但這

是靠有利的環境條件和族群支持在加碼，才有的局面。 

4. 幾近滅亡的（nearly extinct）語言：咸信已無存活機會，往往只剩寥寥

幾位老人還在使用。 

5. 滅亡（extinct）的語言：最後一位可以流利使用語言的人已經死亡，而

且看不出復甦的現象。（轉引自周蔚譯，D. Crystal 著，2001：71-72） 

 由以上 5 項指標來判定，咱人話目前位處第 2 項的語言狀態。由於自西班

牙殖民時期開始，華人即被限制居住也限制活動範圍，即使之後在西班牙殖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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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獲得居住上的自由，但卻也沒有產生巨大的變動，目前菲律賓華人約莫有 6

成居住在大馬尼拉地區，是個屬於較為集中的居住方式。即使入籍成為菲律賓籍

後，華人游走於菲律賓社會但其族群團結性仍屬強韌，因此除了人數較少以外，

其內部組織也有商總作為「菲律賓華人政府」的代表。最後，在第 2 項裡的「說

話人也知道他們的語言是身分的表徵」這即是「咱人話」這名稱何以生存在菲律

賓的道理。 

即使入籍成為菲律賓人，但華人清楚他們與菲律賓人仍有所不同，華人自稱

為「咱人」，將自己所說的話稱為「咱人話」，明確指稱是菲律賓華人所講的話，

這是對於自身語言認同的最直接表達。因此若沒有這份語言認同、身分認同，咱

人話在數百年來從來沒有得到任何一條法律的保障又經過法案不斷的衝擊，恐怕

在華人社會裡的語言使用活力絕對更低於現況。 

麥留芳（1985）探討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人族群，對於祖籍、方言群以

及聚落、經濟發展等面向的研究，其中華人對同為華人族群擁有「方言群認同」

146的身分象徵，但對於外來的族群則昇華為「語言群的認同」147，進而產生「新

社會群體意識」。菲律賓華人的組成成分相較於新馬地區的華人族群而言，其組

成的來源較為單純，多是來自於泉州相近城鎮，又以晉江為大宗，因此對內的「方

言群認同」有著更為團結的向心力，再與外在的菲律賓語及英語作對抗形成「語

言群的認同」。 

許銘裕（2012）研究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區的 Catalan 語對自身的語言認同，

即使在歷史上遭受到困境，Catalan 語堅持為自己的母語發聲，因為 Catalan 語對

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有著比語言權利有著更高的認同148，甚至在加泰隆尼亞區裡仍

有其他的語言存在，卻因為將語言昇華成身分上的認同，進而促進族群認同、國

族認同，這是 Catalan 語對當地有著重要的安定力量。 

 

                                                
146 麥留芳（1985：15）：「方言群不是一個具體的及正式的地域組織如會館；而方言群認同則是

有關社群其心目中共同享有的一個意識。」又在同文（1985：192）提及：「方言群認同既是

海外華人社會的產物，其環繞著認同的一切特性，也自然難在中國內地的同胞中找到。」 
147 麥留芳（1985：196-197）：「代替方言群認同的是另一種語言群的認同：英語群與華語群的認

同。這語言群認同可以說是華人移民在土著化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主要的新社會群體意識。 
148 許銘裕（2012：106）：「由於西班牙政府高度分權的結果，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擁有相當高的自

治權，對語言及其教育有著絕對的自主權。…可以看出 Catalan 語在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社會

地位不但不下於西班牙語，甚至還可能凌駕西班牙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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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an 語與咱人話在菲律賓社會裡有著相同的認同成分。華人社會裡，雖

然多數為閩南移民，但仍有其他族群的存在，咱人話不只是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

的母語，更是華人共通語的代表，對外亦是身分認同的象徵，即使百年來遭受或

大或小的困境，但對於自身的認同卻有增無減。即使咱人話皆是以口語的方式代

代相傳，卻也支撐起咱人話在華人社會裡的重要地位。這也是這項語言活力指標

何以能指出咱人話在目前菲律賓華人社會裡仍是屬於「具有語言活力的語言」。 

 綜上所述，咱人話目前仍然擁有看似穩定的語言活力是來自於菲律賓整體

環境以及華人社會共同作出的努力。只是，這樣的語言活力卻已在青年層出現轉

變，甚至在學生族群上已明顯看見咱人話可能消失的警訊。因此，能否有其他更

有保障的方式讓咱人話更為安全的在菲律賓永續發展，這些都是當前需要再思考

的部分。 

筆者認為，納入教學體制內是對語言的保護方式之一。長期以來華人傳承

咱人話多是以口傳的方式代代相傳，因此即使在華校裡，多半也是將咱人話作為

口語上的使用語言。再加上菲律賓的國家政策將華人納為本國人之後，其語言使

用大量轉用菲語及英語，這些都衝擊著咱人話的生存空間。而咱人話若要進入教

學體制，最有可能的即是與華語成為競爭且合作的語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章石芳博士論文149裡的問卷是以中國漢語作為主

軸，但與咱人話亦有連動關係，中國漢語在菲律賓的優勢即是咱人話目前所遇到

的困境，相反地，中國漢語所遇到的困境即是咱人話目前所擁有的優勢。因此問

卷裡提及漢語在菲律賓的優勢與困境，亦能得知咱人話目前的現況。 

筆者分作 2 個表格並揀選各 5 題分作來探討漢語目前在菲律賓的現況，並

加入 Teresita Ang See（洪玉華）以及本文第五章問卷的數據共同討論。 

 

 

 

 
                                                
149 章石芳於 2009 年以菲律賓華校的中學生為主，進行一系列的語言問卷調查，總計回收有效問

卷為 2,027 份，佔了全菲律賓華校中學生的 3.5%人口比例，問卷題目共有 98 題，最後進行問

卷分析以及制定保護普通話在菲律賓的語言教育發展，本文已於第二章第三節討論該本博士

論文。其大量的訪問人數，顯示出的數據具有一定的公信力，且又在近年來才完成的調查訪

問，因此筆者將選用其問卷內容作一通盤的論述，探討咱人話可能在這一波「華語熱」裡再

生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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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漢語在菲律賓華人社會裡的前景  

 題目 反映情況 

1 漢語在菲律賓華社的重要性會逐漸弱化甚

至消失嗎？ 

會 

14.9% 

不會

39.2% 

不知道

45.9% 

2 在現代社會中，學習漢語是否有用？ 是 83.6% 否 16.4% 

3 學習漢語是否對於你的前程很重要？ 是 82.8% 否 17.2% 

4 你認為華人是否應該學習漢語？ 是 87.6% 否 12.4% 

5 以後你是否會讓你的孩子學習漢語？ 會 89.6% 否 10.4% 

整理自：章石芳（2011） 

表 66：與表 66 共同比較 
                   族群（百分比%） 
題目 

成人 學生 
是 否 不確定 是 否 不確定 

47.以後你是否會讓你的小孩學習華語？ 94 1 5 73.6 4.6 21.7 
49.你認為咱人話在菲律濱華人社團的重

要性會逐漸消失嗎？ 
會 不會 不確定 會 不會 不確定 

24.8 57.1 18.1 23.8 39.2 36.8 

50.你認為華語應該取代咱人話在菲律濱

的語言地位嗎？ 
應該 不應該 不確定 應該 不應該 不確定 

18.1 57.7 24.2 16.8 47.2 35.8 

由表 66 可知，華校的中學生對於漢語未來的發展性持正面的態度，不但自

身認為漢語具有重要性，亦認為漢語應該傳承給下一代，而這部分的正面態度皆

高於 8 成，這是漢語當前在菲律賓華人社會所擁有的優勢，也預告著漢語教學將

會持續在華校裡。若再合併看到本文第五章所作的問卷數據顯示，「會讓下一代

學習華語/漢語」二族群的數據皆高度肯定，分別是 94%及 73.6%。 

另外，章石芳問及漢語是否會弱化而失去重要性，其回答有 39.2%認為不會；

而本問卷的第 49 題學生族群的回答亦是 39.2%，成人族群則是 57.1%，可見菲

律賓華人無論對於咱人話或是華語皆有 4 成左右的肯定，但此題選填不確定的比

例也都落在 4 成左右，可見其題目對於受試者而言是個較不好回答的題目。 

最後再看到第 50 題，認為華語不應該取代咱人話的比例，成人將近 6 成認

為不應該、學生將近 5 成認為不應該被取代，可見在此部分，咱人話仍具有一定

的重要性。 

認為華語是否有其重要性，其數據往往包含著理想性，因此章石芳的問卷

裡再以另外一個角度呈現問題，顯示出中國漢語在菲律賓的困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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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中國漢語當前在菲律賓的困境 

 題目 反映情況 

1  你一般通過什麼渠道學習漢

語？ 

看電視 16.3% 和家裡人聊天

22.5% 學校學 41.7% 

其它 8% 和朋友聊天 11.5% 

2 我對漢語學習不感興趣： 是 80.8% 不確定 14.1% 否 5.1% 

3  你覺得漢語教學效果不好的原

因在於： 

教師 55.8% 教材 34.3% 學生 9.9% 

4 與英語和菲語相比，我不喜歡漢

語： 

是 60.3% 不確定 12.6% 否 27.1% 

5 我試著用普通話和同學交流： 是 17.1% 不確定 13.7% 否 69.1% 

整理自：章石芳（2011） 

首先，學習漢語的媒介來自於學校，其比重佔了 41.7%，但漢語在學校似

乎不吃香，學生對於漢語不感興趣（80.8%）、不喜歡漢語（60.3%）以及不會試

著以普通話和同學交流（69.1%），皆是反映出學生對於漢語的反感。其中提及為

何漢語教學效果不好的原因，問題出在教師的比例竟高達 55.8%，而教材的選用

也高達 34.3%，光是這二部分即佔了 9 成的比例，可見華校教授漢語時仍有改進

的空間，甚至可以說教授漢語的方法出現了問題，才導致於漢語教學成效不彰。 

以上是章石芳討論漢語的困境，再看到 Teresita Ang See 於 1988 年所作的

有關菲律賓語（Filipino）及咱人話（Hokkien）語言能力調查問卷，共計 381 份，

這部分顯示出咱人話的困境，如下表： 

表 68：Language Ability  

 Percentage 

Fluent in Filipino 85 

Fluent in Hokkien 47 

Speak Hokkien only at home 10 

Speak a mixture of Filipino and Hokkien at home 77 

此調查問卷的成員皆是來自於華校的學生。1946 年菲律賓獨立後，推廣菲

律賓語為國家語言在各個層面上，因此其使用的流暢度高達 85%是可以理解的。

但咱人話的流暢度竟僅存 47%，甚至僅有 10%的比例是家庭唯一的使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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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語言能力與菲律賓語具有一大段的差距，但若是家庭語言使用裡，雙語並存則

具有 77%的比例。此表格是 Teresita Ang See 發表於 1997 年，但根據黃滋生 1994

年翻譯成中文版〈菲律賓華人的形象〉裡的數據增加了普通話流暢者 24.4%、英

語流暢者 68.24%，由此可知英語的流暢度也逼近 7 成的廣泛使用率150。 

綜合該表格得以顯示出菲律賓華人社會裡，菲語最為流行、英語其次、咱

人話再其次，最後是漢語，這與章石芳（2011）所作的語言調查是符合的情況，

也與上一章問卷裡唯一一題以排序的方式請受試者排出四語的重要性，可見自

1997 年至 2016 年，近 30 年間其四語的重要性排序沒有改變，而這樣的排序在

本問卷的學生族群的數據裡更加確立，每一個語言在每一個排序裡皆超過半數的

比例，可見其排序不但確立之後，更予以深化。 

綜合章石芳、Teresita Ang See 及本文的問卷數據可以得知，華語在學生的

心目中具有正面的地位，但華校的教學卻無法將此項數據化為有效的教學成果，

而咱人話雖然無法納入正式的教學體系內，但在其他場所使用咱人話的比例仍然

遠高於華語，這是咱人話的優勢。但若以 Teresita Ang See 的表格所言，當時調

時僅有 47%的比例可以使用流利的咱人話，而參雜菲律賓語可以達到流利的雙語

使用者則有 77%的比例，這些數據顯然都是對咱人話出現警訊的提示，若再加上

上一章的討論，咱人話雖為華人母語，但流暢度及使用度已在青年層出現轉折，

在學生族群裡的咱人話的語言使用更是縮減不少。因此，面對咱人話的危機仍然

必須審慎處理。 

綜上所述，華語與咱人話在菲律賓各自擁有優勢及劣勢，筆者將其統整作

一表格，顯示如下表： 

 

 

                                                
150 弔詭的是，黃滋生翻譯 Teresita Ang See 的文獻，但其使用名稱卻擅自更改，而李如龍引用黃

滋生的文獻時，又予以加工導致表格裡的語言與數據比例上的不符合李如龍（2000：7）在論

及菲律賓華人的語言使用時引用 1994 年黃滋生〈菲律賓華人的形象〉所譯的版本，因為已參

雜黃滋生本人的概念，再加上李如龍本身也加入自己的定義，導致同一個表格卻出現三種不

同的名稱。例如 Teresita Ang See 裡列出的「Speak Hokkien only at home」黃滋生（頁 40）翻

譯成（在家只講華語者），但應該是「在家只講福建話者」，又如「Speak a mixture of Filipino and 
Hokkien at home」則是黃滋生翻譯成（講混合語者）此翻譯沒有導致概念上的混淆，但李如

龍卻看到文獻後改成（家庭使用菲華混合語者），這樣的改法會讓人誤以為是菲律賓語及華語

的比例，但其實應該是「家庭使用菲律賓語與福建話者」。有可能是雙方都認為 Hokkien 是「華

族的語言」因此將 Hokkien 認定是「華語」，才會有語言名稱錯誤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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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咱人話與台灣華語/中國漢語在菲律賓的現況  
 咱人話 台灣華語或中國漢語 

語言屬性 菲律賓華人的母語 全世界華人的共通語 

華校地位 屬於授課語言，口語表達為重。 屬於教材語言，書面語為重。 

在菲律賓的 
最高地位 

菲律賓華人社會的共通語。 中國漢語是菲律賓政府認定的外來

語。 

優勢 1. 是華人的母語。 
2. 是華人社會的共通語。 
3. 華人對咱人話的語言認同極高。 

1. 是華校教材裡的書面語言。 
2. 是菲律賓政府認定的外來語。 
3. 具有完整的文字系統。 
4. 學生對於漢語持正面態度。 

缺點 沒有任何一條法條保障咱人話在菲律

賓社會的語言地位。 
沒有完整的拼音系統及文字系統，僅

有「聽」與「說」。 

僅僅只是課本上的語言，無法通行於

菲律賓華人社會，授課也無法以全漢

語的方式進行，學習效果不彰。 

困境 咱人話目前語言活力仍屬於安全範

圍，但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受到任何法

條上的保障，這恐是未來讓咱人話衰

退的主要原因。 

漢語雖然是個具有法條保障的外來

語，但始終無法在華校順利進行教

學。華校學生仍然將漢語作為外來語

學習。 

咱人話和華語對於菲律賓華人而言皆有不可廢棄的理由，咱人話在菲律賓

長期以來缺少法條保障以及文字系統的困境卻是華語的優勢；而華語在菲律賓華

校教學成果不彰也無法取代咱人話成為華人共通語的新共主，雙語之間沒有一個

語言可以將另一語言完全取代，但菲律賓裡並不是僅有咱人話和華語，就菲律賓

整體社會而言這不過僅是華人圈裡「茶壺內的風暴」151，更為強勢的菲律賓語與

英語持續環繞在華人社會裡。華人應該如何捍衛這不可廢棄的雙語，正是當前重

要的課題。 

                                                
151 章石芳（2011）問卷裡有關於家庭語言使用的部分： 

1.你通常如何稱呼你的家族成員？菲語 37.6%、閩南語 35%、英文 17.7%、普通話 9.7%。 
2.你的父母與你溝通交流時經常採用的語言是：菲語 55.6%、閩南語 23.1%、英語 19.5%。

普通話 1.8%。 
3.你和家人、朋友所用的語言是：菲語 54.1%、閩南語 25.3%、英文 18.1%、普通話 1.6%、

其他 0.9%。 
家庭是語言最後的堡壘，即使咱人話的比佔遠遠皆高於普通話的使用，普通話的使用幾乎可

以以「敬陪末座」來形容漢語在菲律賓的情況，而咱人話使用的比例也高於英語。但在受訪

的中學生裡，已廣泛使用菲語作為家庭語言。咱人話與漢語若不再合作共同維護華人語言的

使用權，那麼在家庭使用的語言在不久的將來也將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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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上文所提及的「你覺得漢語教學效果不好的原因在於？」竟有超過半

數的 55.8%的比例指向教師，這或許能以 2 個面向作為思考。其一，教師本身多

為當地華人，其母語多為咱人話，當教師必須將授課的教學理念轉換成第二語言

時，授課品質不免受到影響；其二，當地的華文教師年紀較為偏高，因此無法使

用新的授課模式引起學生學習華語的動機。 

近年來台灣役男或中國志願者已制度化的前往菲律賓進行華語教學，為華

校注入新血，但人數上仍是屬於少數，重要的環節仍須必須回到菲律賓華人教師

的身上。因此，教師如何教授華語課程成了重要的關鍵。 

本文第三章第三節討論華校的語言使用狀況裡，最後將華校遇到的 5 大困

境濃縮成 2 種狀況「選用哪種體制？以及選用哪種語言教學？」而影響教學品質

的主要原因即出現在「選用哪種語言教學？」這部分牽涉到老師授課的語言以及

學生學習華語時所能理解的語言，分述如下： 

(1)、老師的授課語言：華校所教授的課程以屬於北方官話的台灣華語或是

中國漢語為主要的教材，因此在第五章第三節〈語言與教學〉的數據

顯示，近年來華語老師多以華語進行授課，降低咱人話的使用152，但

華語老師的思考模式仍以咱人話為主要語言，導致心裡所想的語言及

說出口的語言不一，無法明確的完整表達其意。 

(2)、學生能理解的語言：自學生族群已完成語言轉移之後，咱人話的語言

使用大幅下降，華語的使用範圍更是緊縮，因此即使華語老師使用華

語授課，學生的理解能力也不一定可以完全吸收。另外，華語在菲律

賓社會裡的使用範圍最小、語言活力僅在課本裡，導致學生學習的動

機缺乏，使得整個學生世代華語能力皆下滑的現象。 

學生了解咱人話的程度高於華語，授課老師若不希望以菲語或是英語當作

授課語言，咱人話將是最好的語言媒介，這也是「拼接式雙語教學」猶然而生的

原因，但近年來卻將這已是目前教學體制上最能夠讓學生理解的授課方式也逐漸

廢棄，這對華語的學習上恐會影響其成效。 

「拼接式雙語教學」固然有其缺失，但卻也是菲律賓華校裡長期磨合下所

產生的教學模式。但這樣的雙語教學在菲律賓擁有更強勢的菲語及英語之下，恐

                                                
152 成人族群中，授課老師使用咱人話的比例自老年層 46.9%降至青年層的 18.8%，而學生族群

中，授課老師使用咱人話的比例則落在 36.4%及 23.6%，其咱人話在課堂上的使用皆有下滑

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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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有所轉變。筆者認為雙語只有合作，互補缺失、互相加成才有辦法雙雙提升

二語的能力。 

首要工程即是讓咱人話具有法定地位之後，名符其實的進入教學體制。咱

人話與華語在菲律賓的升學制度上並沒有被納入參考科目裡，其主要學習僅僅是

因為華人期望能夠將華人的語言有所傳承。因此，在授課的重點上是以保存其語

言並延續其語言使用為第一要務。故，調整其華語授課時數，讓咱人話正式納為

教學體系範圍內，是一件可行的事。再明訂以第一語言的方式教授咱人話，以第

二語言的方式教授漢語，並採取分時段及分科的雙語教育模式，達成完整的雙語

教學制度。 

若教師與學生無法互動，再好的教材也無法讓學生吸收，因此讓教師與學

生能以順暢的第一語言作為溝通語言，再輔以第二語言的教學，才能有效教授課

程。若能將其制度做這些調整，不但讓咱人話擁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擁有完整的

文字系統，而華語亦能透過咱人話的教學順利而提升華語的使用能力進而流通在

華人社會裡，相輔相成之下才能真正的提升雙語能力。 

咱人話生存在友善對待語言的菲律賓國度裡，華人社會又以咱人話作為共

通語言，仍然具有相對穩定的語言活力，而華語又有不可消失的理由，因此只有

透過合作才能抵抗更強勢的語言，而這也是咱人話進入華校教育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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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將咱人話納入〈特殊語言（含母語）保障條款〉 

以咱人話作為研究主題，探討咱人話在菲律賓 400 多年來的歷史，經過數

次政權的更迭，也受到數個法案的衝擊，述說著咱人話在菲律賓過去的歷程，但

筆者真正期望為咱人話作的不只是「刻墓碑」的紀錄工作，而是冀望咱人話得以

成為菲律賓政府承認的少數語言，並納為教學體系裡以永續生存。 

因此，本章前二節屬於奠基工程，確立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新身分以及當前

出現的新契機，而本節則是筆者綜觀歷史以及現況，提出咱人話語言保存可行性

的辦法之前必須先有「名符其實」的語言地位，才有辦法逐步實現。 

根據 Crystal（克里斯托）在《語言的死亡》（2001：246-264）裡提出認為

要提升語言活力達到語言復興的 6 項要件裡，筆者認為第 3.4.5 項正是當前保存

咱人話應該做的事： 

1. 提高瀕危語言的族群在支配族群裡的尊嚴。 

2. 增加瀕危語言族群於支配族群裡的財富。 

3. 提高瀕危語言於支配族群眼裡的法律權力。 

4. 加強瀕危語言於教育體系裡佔的力量。 

5. 瀕危語言族群將語言寫成文字，瀕危語言的復興運動才能有所進展。 

6. 瀕危語言善加利用電子科技，瀕危語言的復興運動才能有所進展。 

若是以 Kincade 的語言活力指標而言，咱人話目前還未達到「瀕危」擁有

語言流失的立即危險性，但「預防勝於治療」，若能即時保障咱人話的生存空間，

就毋須等到瀕危之際再來挽救。 

第 1 項提高語言在族群裡的尊嚴，這部分已在 1973 年華人入籍為菲律賓人

之後，成為菲律賓公民，這部分已大量提升華人在菲律賓的地位。華人具有菲律

賓公民權之後亦有權利參政，因此這部分華人已獲得支配族群的尊重。 

第 2 項提高族群裡的財富，根據《亞洲週刊》（2005：85）的報導，「國際

華商 500 排行榜」裡，菲律賓第一名華商企業即名列全球第 31 名，前 10 名的華

商企業裡囊括了電訊、百貨公司、銀行、快餐業、房地產等類別153，總累積的財

                                                
153 前 10 名菲律賓華商企業分別為：菲律賓長途電話公司（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SM Investments Corp.、鞋莊控股（SM Prime Holdings,Inc）、首都銀行（Metropolitan 
Bank and Turst Company）、Philipino Telephone Corp.、快樂蜂食品（Jollibee Foods Corporation）、

中興銀行（China Banking Corporation）、環球羅賓娜（Universal Robina Corporation）、顛峰控

股（JG Summit Holdings,Inc）及菲律賓國家銀行（Philippine Nation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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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高達近 130 億美金，即使華人在菲律賓的人口總數僅佔 1.5%，但在財富累積

的部分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相比亦不遜色，再加上早期華人前往菲律賓即是

以商業貿易為主，因此第 2 項亦不須再額外擔憂。 

第 3 項提高族群語言的法律權力，即是本文的二大主題其中之一，確立咱

人話在菲律賓的語言地位是華人入籍菲律賓之後也必須跟著做的事情，自 2000

年吳文煥即提出這樣的想法，時至今日仍未落實，是需要極力爭取的要件。 

若有第 3 項的前提之下，再搭配第 4 項及第 5 項進入教育體制並將語言轉

換成文字系統，這皆是在教育體系內可以達成的事，因此筆者將這 2 項納為同一

主題，即是本文的另一大課題。而最後一項運用於電子科技的部分，亦是需要搭

配第 5 項先擁有文字系統才能廣泛使用在現代科技裡。 

筆者認為當前應該會咱人話作的是第 3.4.5 項的類別，即是 Kloss（1968）

語言規劃裡的「地位規劃」（status planning）和「語型規劃」（corpus planning）

二大要點154。第 3 點將咱人話提升至法律地位，即是地位規劃的具體實現；而第

4、5 項則是語型規劃的範疇，制定一系列標準化的文字系統，這些都是將咱人

話制度化的表現。再有活力的語言，都必須獲得制度化的支持，而語言若是擁有

制度化的保障，即是如虎添翼般的更能維持延續力。 

「人，皆生而平等」是直到 18 世紀美國獨立戰爭並發表《獨立宣言》才成

為不朽的名言；相同的「語言，皆生而平等」卻遲至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語言才

被包含在西元 1948 年聯合國大會裡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155。 

 但這樣的宣言只是宣示人生而平等，卻沒有特別再進一步為特定的族群或

語言作詳細的制訂。直到 1992 年《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語言尚屬於少數群體

的人的權利宣言》156才特別提到各國應該在各自領土上保護少數群體的相關法則。

                                                
154 施正鋒、張學謙（2003：30-31）：「Kloss（1968）區別兩種語言規劃類型：地位規劃（status planning）

和語型規劃（corpus planning）。地位規劃為絕定語言或變體的地位和功能的決策過程，比如

說決定說以什麼語言作為官方語言、學校的教學媒介語言或國家語言。語型規劃指的是關於

語言本身的改變，如詞典編輯，語音、語詞和語法規範，借詞、術語的制定以及文字系統的

建立和發展等。」 
155 施正鋒（2002：4）：「《世界人權宣言》第二點一條基於此宣言的發表，任何人都享有完全的

權利與自由，且不因任何因素而有所區別，包括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

他主張、民族或社會出身、財產或其他地位。」 
156 陳隆志（2006：144-146）：「《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語言尚屬於少數群體的人的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1992 年 12 月 18 日聯合國大會第 47/135 號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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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的宣言是在國家的基礎上，制訂各國對於少數族群的權利宣言，仍然不

是以語言作為主要探討對象。直到 1996 年 6 月 6 日於西班牙通過《巴塞隆納世

界語言權宣言》（Barcelona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才是以語言

作為出發點的宣言。施正鋒（2002：187-198）： 

本宣言以語言社群而非國家為其出發點，並且在實際內容上也將被視為對

有能力確保全人類持續且平等進步之國際組織的強化。同時為了這些理由，

它鼓勵創造基於尊重、和諧共存與相互信任之語言多樣性的政治架構。 

第一條第五項（概念）：本宣言將居住在與其語言相異、且擁有相異歷史

起源之地區中的語言團體視為一語言社群。此類語言團體包括移民、

難民、遭到驅逐出境以及離散者。 

第九條（普遍原則）：所有語言社群有權在不受引誘或武力介入的情況下，

編纂、標準化、保存、發展以及提倡他們的語言系統。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教育）：教育必須幫助語言社群在其所被提供之區域

內維持及發展他們的語言。 

這是第一部專門為語言社群量身打造的宣言，將之前所發表的宣言裡不足處

有所增補，讓語言社群得以更有空間再各自的國家裡生存。其中，第一條第五項

有關概念的界定裡，在菲律賓的華人、咱人話即是屬於這個範疇裡社群。華人與

菲律賓人有著不同的語言，咱人話的起源地亦不在菲律賓。而這類的群體包含了

「移民」，華人即是以此種方式入籍菲律賓，因此《巴塞隆納世界語言權宣言》

描述的狀況，與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情況極為貼切。 

菲律賓於 1935 年成立自治邦制定首部憲法，獨立之後於 1947 年修訂以更

為精準表達菲律賓已是獨立的國家，馬可仕再於 1973 年因《新國籍法》而修訂

憲法，直到 1987 年馬可仕下台後繼任者再次修憲，目前最新的憲法版本即以 1987

年為主，而有關於語言的部分則都是在憲法第十四條款裡157。 
                                                                                                                                       

第一條（目的）：(1).各國應在各自領土內保護少數群體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化、宗教

和語言上的特徵並應鼓勵促進特徵的條件。(2).各國應採取適當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實

現這些目的。 
第四條（平等）：(2).各國應採取措施，創造有利條件，使屬於少數群體的人得以表達其特徵

和發揚其文化、語言、宗教、傳統和風俗，但違反國家法律和不符國際標準的特殊習

俗除外。 
第五條（執行）：(1).國家政策和方案的制訂和執行應適當照屬於少數群體的人的合法利益。」 

157 「第六項：菲律賓之國語為菲律賓語。其發展必須建立在既有之菲律賓與其他語言，使其進

一步之發展與擴充。依據法律之規定及國會之認可，政府須採取措施使用菲律賓語成為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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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明訂「國家語言」為菲律賓語（Pilipino）及「官方語言」為英語之外，

並附加「區域語言為地方上輔助性的官方語言，應作為該地區的輔助教學媒介」

這是菲律賓政府對於各地語言的尊重及寬容。就以菲律賓第二大語言宿霧語

（Cebuano）為例，若是進入菲律賓中部未獅耶群島（Visayas）時，必需以宿霧

語作為溝通語言，甚至在當地前往教堂禮拜或是彌撒時，口頭上所言的是宿霧語，

使用聖經的書面語亦是以宿霧語為主，雖然屬於地方性的官方語言，但其語言態

度的強勢仍不亞於菲律賓自身的國語（蔡惠名，2014B）。 

憲法裡又說明「國家語言委員會應從事、協調及促進對菲律賓語和其他語

文的發展、宣傳與保存的研究」讓菲律賓各地語言得以擁有各自的文字系統，甚

至連菲律賓國歌亦可以以宿霧語（Cebuano）演唱。這樣開放的語言態度，可以

說是語言的天堂，這也是在本文上一節「各國語言多樣化指數」表格裡菲律賓得

以遠高於其他國家的主要原因。 

 
圖 50：菲律賓國歌《親愛的土地》國語與宿霧語的歌詞158 
                                                                                                                                       

溝通之媒介，及教育系統中之教學語言。 
第七項：為了溝通及教育目的，菲律賓之官方語言為菲律賓語。除非法律另有規定，英語也

為官方語言。區域語言為地方上輔助性的官方語言，應作為該地區的輔助教學媒介。在提倡

西班牙語及阿拉伯語時應以自願和選擇性為原則。 
第八項：憲法應以菲律賓文和英文頒布，並且應翻譯成主要地區的語言、阿拉伯文和及西班

牙文。 
第九項：國會應建立一個由各地區和學科代表所組成的國家語言委員會，以從事、協調及促

進對菲律賓語和其他語文的發展、宣傳與保存的研究。」施正鋒（2002：510） 
158 菲律賓國歌富含革命意義，以 Tagalog 語為歌詞的國歌參考楊聰榮（2001：209-211）內文有

其中文翻譯，而以 Cebuano 語為歌詞的則參考維基百科：《親愛的土地》（2013.8.29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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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菲律賓憲法對於語言的處理方式即可得知，政府對於語言多樣化的現況

是持正面的立場。但真正要落實這正面的語言態度則需要討論更為細部的語言條

款，筆者揀選在處理語言較為著名的國家，如：加拿大之於魁北克、紐西蘭之於

毛利人以及亞洲 4 國（中國、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再加上菲律賓共 7 國，

再以制定語言條款的年代作排序，進行語言條款的比較。 

這些語言條款裡又細分為 9 項條款，其中這 7 個國家裡皆無訂定〈平等條

款〉、〈母語教育〉及〈傳媒語言使用〉159因此在下列表格裡不予列入，共計列入

6 項條款。將 7 個國家的語言條款陳列之後，即可得知菲律賓 6 項語言條款裡缺

少了〈少數族群/原住民保障條款〉以及〈司法事務相關條款〉。 

另外，為了更能詳細了解語言條款的制訂以及落實之後語言多樣化的關係，

筆者亦將以這 7 國作一語言多樣化指數的表格，其排序則以指數高低為序，二項

表格相比之下即可看出「制定」與「落實」之間的差異。 

表 70：各國憲法中的語言條款  

國家 年代 1.明訂國

家語言/

官方語

言 

2.少數族

群/原住

民保障

條款 

3.特殊語

言保障

條款（含

母語） 

4.行政事

務相關

條款 

5.立法事

務相關

條款 

6.司法事

務相關

條款 

印尼 1945 ▲      

馬來西亞 1957 ▲ ▲ ▲ ▲ ▲ ▲ 

新加坡 1963 ▲ ▲ ▲ ▲ ▲  

加拿大 1982 ▲  ▲  ▲ ▲ 

中國 1982 ▲  ▲ ▲  ▲ 

菲律賓 1987 ▲  ▲ ▲ ▲  

紐西蘭 1990  ▲ ▲  ▲  

整理自：施正鋒（2002：633-643） 

 

 

 

                                                
159 「平等條款」：其作用主要在於宣示國內無分種族、宗教、語言、黨派、階級等因素必須一律

平等。「母語教育」：主要是指憲法中是否明文保障母語教育之條款，此通常為一概括性之規

定，並非針對特定語言而為之。「傳媒語言使用」：主要是指大眾傳播媒體所使用之語言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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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八國語言多樣化指數比較  

國別 語言多樣化指數 國別 語言多樣化指數 

印尼 .764 新加坡 .419 

加拿大 .755 紐西蘭 .373 

菲律賓 .745 臺灣 .350 

馬來西亞 .716 中國 .118 

整理自：施正鋒（1998：61-62） 

這 6 項語言條款是以不同的面向來保障語言的使用，但就語言規劃裡的「地

位規劃」則屬前 3 項較為重要，後面 3 項屬於輔助地位上的確立。因此筆者主要

以前 3 項作為討論，但第 3 項又除了印尼以外其他國家皆有制定，其差異性不大，

因此也不予以討論。 

首先就以表格而言，同為馬來語為國語的印尼及馬來西亞即出現極大的反

差，印尼僅僅列出第 1 項，而馬來西亞則是 6 項皆有，但多樣化指數（印尼「.764」、

馬來西亞「.716」）皆是屬於極高的國家。新加坡跟紐西蘭皆有明訂〈少數族群/

原住民保障條款〉160但其多樣化指數（新加坡「.419」、紐西蘭「.373」）卻較低

於上述的4個國家。這可能的原因是，在新加坡與紐西蘭皆有少數語言上的問題，

這些語言可能面臨瀕危的程度，因此需要訂定該法條以作保障，而語言多樣化指

的是該國家語言的總數量及其語言活用程度，與訂定〈少數族群/原住民保障條

款〉不具有直接關係，才會造成表面上所顯示的：「明訂少數條款的國家其語言

多樣化指數卻低於沒有明訂該條款的國家」。 

而加拿大、菲律賓及中國則是較為特別的一組，皆沒有明訂〈少數族群/原

住民保障條款〉但其多樣化指數（加拿大「.755」、菲律賓「.745」、中國「.118」）

                                                
160 針對第 2、4、5、6 項作一定義上的簡述。「少數族群/原住民保障條款」：主要係指國內如何

處理少數族群的問題，其中包括了下列幾個面向： 
（1）對少數族群語言與文化的保障； 
（2）對少數族群有使用自己語言權利的宣示； 
（3）少數族群有權利使用自己的語言或是教育系統去教授或是遞移自身的文化； 
（4）少數族群對自身事務的優先處理權。「行政事務相關條款」：主要是指當人民或原住民赴

行政機關洽理公務時，公務受理機關與人民之間的語言使用。「立法事務相關條款」：主要係

指國會議員在國會或議會中所用語言之規定，或是欲參與國會選舉者必須能草某種特定之語

言。「司法事務相關條款」：主要是指當人民在面臨警察機關逮捕與司法機關審判時，是否是

用當事人所能了解的語言進行審判、告知罪名與刑責、法庭辯論、或是委任能與之溝通（包

含手語）的律師進行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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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產生極大的反差。這可能的原因是，加拿大對於國內爭議許多的法語將其訂作

官方語言之一，因此不再需要明訂該法條，且由語言多樣化指數即可得知加拿大

對於其他少數語言的開放程度極高；而菲律賓對於語言的開放態度如上述所言亦

已足夠，也不必特別再需要明訂法條；但中國的部分可能實行獨尊普通話的語言

政策，即使在憲法上訂定其他保障少數語言的語言條款，但是否能確切落實其條

款內的項目這亦是產生落差的主因之一。另外，沒有訂定第 2 項的原因也有可能

的是第 3 項〈特殊語言保障條款（含母語）〉其意義是「針對國內少數族群對其

本身的特定語言的使用權利。」也有相類似的法條，因此在 7 國裡即有 6 國擁有

此語言條款，以作語言上的保障。 

從 7 國訂定的語言條款以及語言多樣化指數比較可以得知：「制定條款與落

實條款是兩回事」。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印尼只有 1 項但卻擁有最高多樣化指數以

及中國具有 4 項但其多樣化指數卻最低。畢竟制定語言條款往往象徵性會大過於

實質性，真正落實語言上的平等還是必須倚賴政府對於語言的態度，該國政府若

是認為「語言是資產，不是問題」161，那麼自然不需要訂定這些具有高度象徵性

的語言條款。 

綜觀以上數據，不論是以菲律賓憲法對於語言的態度，或是在社會裡所呈

現出來的語言多樣化，在在都顯示菲律賓是友善對待語言的國家。不但讓本國裡

的各地語言具有絕對的生存空間並得到語言地位，其語言活力也沒有因為訂定國

語及官方語言而有所縮減，而這樣的態度亦是在本章第二節討論咱人話何以能在

菲律賓延續至今。因此若是以 Cobarrubias（1983）將官方對弱勢語言的態度分

作 5 項裡，菲律賓政府對於語言的態度則是在第 4 點162，雖然訂定國語但卻不會

因此而排擠到其他地方語言的發展，即使無法達到對所有語言抱持絕對平等的態

度，但卻已是極為不容易的國家語言政策。 

可惜的是，菲律賓擁有友善的語言環境，華人入籍菲律賓之後成為少數族

群，但咱人話是華人的母語卻沒有跟上腳步藉由語言條款裡的第 3 項〈特殊語言

保障條款（含母語）〉賦予咱人話特殊語言的保障。而這樣的想法早在 1989 年華

                                                
161 張學謙（2002：154）：「Ruiz（1984）提出影響語言規劃的三種取向（orientation）：（一）把

語言當作問題；（二）把語言當作權利；（三）把語言當作資源。」 
162 張學謙（2007：182）：「Cobarrubias（1983）共分為 5 點態度：（1）嘗試語言殘殺；（2）讓語

言自然死亡；（3）不加聞問的共存；（4）對特定的語言功能提供部分的支持；（5）將弱勢語

言定為官方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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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家投石即以大聲疾呼（1989：192）：  

華文只有作為我們華族的少數民族語文，才有利於它在菲律濱得繼續存在。

因為華文只有作為我們華族的少數民族語文，我們才可以菲律濱憲法給予

少數民族的權利來爭取對華文的保存。反之，華文如作為一種外國語文，

我們就失去了法理上爭取其保存的根據了。作為我們華族的少數民族語文，

華文是可利於不敗之地的。 

在 1989 年已有華人提出這類的想法，卻始終沒有確實地將咱人話作更進一

步的努力，讓咱人話擁有〈巴塞隆納世界語言權宣言〉裡對於語言社群的保障。

張維邦（1996）對於法語在加拿大的研究，法語積極爭取在加拿大的法定地位，

最後在使加拿大成為雙語國家，也重新定義法語在加拿大的負面看法，對法語的

語言保存而言是一個極為成功的案例163。 

咱人話要爭取地不一定是要如 Tagalog 語（國家語言）或是英語（官方語言）

這樣具有全國象徵性的地位，但若能進入〈特殊語言保障條款（含母語）〉，藉此

集結政府的力量及華人社會的力量建立專屬於華人母語的教育體制，如：語言、

文字系統標準化；教育制度化等一系列的相關制度。而這樣的遺憾，自中國漢語

強勢進入菲律賓之後，咱人話缺少法定地位的缺陷更顯突出。 

中國漢語以外來語的方式進入菲律賓華校已超過 20 年，即使這 20 年漢語

的教學成效不彰，卻也無法撼動其教學地位。中國漢語具有法律上的保障，這即

是咱人話最無法抵抗的主要原因。 

因此，首要條件即是將咱人話納入〈特殊語言保障條款（含母語）〉裡所保

障的少數語言，若沒有將咱人話賦予法定地位，咱人話終究僅能以華校的教學語

言附屬在華校教育裡。那麼就無法執行雙語教育將咱人話與中國漢語互相拉抬，

達成共同抗衡更為強勢的雙語（菲律賓語及英語）社會。 

 

 

                                                
163 張維邦（1996：205）：「在全加拿大政府暨議會範疇內，英語及法語是加拿大的官方語言；在

加拿大政府及議會的各機構內，英語及法語皆享有同等的地位、權利及特權。」 
法語獲得國家語言地地位之後，1977 年 8 月 26 日通過「法語憲章」（101 法案）制定法語為

魁北克省唯一的官方語言，當時的文化部長羅漢（Camille Laurin）更宣稱「魁北克將永遠是

法語的魁北克」，並說：「將法語制定為魁北克唯一法定的官方語言視為一種心理的集體治療

良方，以根治幾世紀來魁北克人民遭受外來政權或外來經濟的汙衊、歧視、壓迫、挫折、不

安的集體自卑感，洗刷長久生為魁北克人悲哀。（1996：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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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制定咱人話與漢語的雙語教育辦法 

菲律賓擁有友善的語言條款，而華人又已入籍菲律賓，因此具備少數民族

語言的條件將咱人話申請納入〈特殊語言（含母語）保障條款〉裡。雖然這些語

言條款往往象徵性的意義大過於實質性，但他卻具備當前咱人話最需要的：「合

法化」。 

若沒有將咱人話「合法化」則無法使其「制度化」；無法將咱人話「制度化」

則無法進入教育體系裡和漢語共同實行「雙語教育」，進而無法改變現況導致華

人的雙漢語紛紛衰敗，而讓更為強勢的菲律賓雙語取代，這是一連串的連動關係。

因此即使只是象徵性的賦予法定地位，但菲律賓政府則需要顧及國際公約164上對

於少數語言的保護，在教育上應為該國少數語言作必要的努力。 

達成語言規劃裡第一步「地位規劃」之後，才能進行「語型規劃」。筆者認

為 D. Crystal（克里斯托）的 6 項語言復興要件中的第 4 項（加強瀕危語言於教

育體系裡佔的力量）及第 5 項（瀕危語言族群將語言寫成文字，瀕危語言的復興

運動才能有所進展）是為了共同的目標：「將語言納入教育體系範圍並制度化」，

因此這 2 部分必須同時進行，不但必須趕緊將咱人話的語言文字化，也必須進入

教育體系。 

雖然有共同的目的，但其討論方向仍有所不同，本小節以 2 部分作分項討

論，分別為：「建立咱人話的讀寫系統」以及「咱人話以母語身分進入華校體制」

最終達到咱人話與漢語的雙語教育目的。 

 
（一）建立咱人話的讀寫系統 

根據上文 Kincade 語言活力指標，咱人話目前仍屬於「安全範圍內的語言」，

但那是屬於該語言整體性的指標，但若是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3 年 舉 行 「 保 護 瀕 危 語 言 」 會 議 ， 在 會 後 文 件 Language Vitality and 

                                                
164 1992 年 12 月 18 日聯合國大會《隸屬少數民族或宗教和少數語言族群的權利宣言》第四條第

二項：「國家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並在盡可能的情形下，去使隸屬少數民族或族群、宗教和語

言者擁有充分的機會去學習其母語或去教授其母語。」（施正鋒，2002：31） 
  1996 年《巴塞隆納世界語言權宣言》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教育必須幫助增進語言社群在其

所備提供之區域內表達自己語言和文化的能力。第二項：教育必須幫助語言社群在其所被提

供之區域內維持及發展他們的語言。第三項：教育必須永遠協助發展語言和文化多樣性、以

及相異語言社群間的和諧關係。第三十條：所有語言社群的語言和文化必須在大學階段作為

研讀和探究的主題。」（施正鋒，2002：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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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angerment 中訂出一套「語言活力標準」（Language Vitality Assessment，簡稱

LVA）內文包含 9 項語言指標165，並將每項自安全至瀕危分作 6 個等分，由最高

分 5 分至最低分 0 分，其中第 6 項「語文教育與讀寫所需的材料」及第 9 項「語

言相關典藏的數量與質量」是有關於文字化的部分，咱人話皆落在瀕危狀態，可

以想見咱人話文字系統的缺乏。 

表 72：咱人話的 LVA（活力）分析表166 

 

 

 

 

 

 

1. 

語言的

世代 

傳承 

2. 

語言使

用者的

確實 

人數 

3. 

語言使

用者佔

該社群

總人口

的比例 

4. 

語言現

存使用

範疇的

趨勢 

5. 

對新的

使用 

範疇和 

媒體的 

反應 

6. 

語文教

育與讀

寫所需

的材料 

7. 

政府對

語言的

態度與

政策 

8. 

社群成

員對自

己的語

言態度 

9. 

語言相

關典藏

的數量

與質量 

5          

4       ▲ ▲  

3 ▲ ▲ ▲       

2    ▲      

1     ▲ ▲   ▲ 

0          

根據筆者對於咱人話在菲律賓使用狀況以及上一章問卷所顯示出的數據，

分項作討論： 

第 1 項關於語言的傳承，目前多落在「大體上從父母一代以上的人使用」，

雖然年輕族群使用咱人話的語言活力不如父母輩，但也不足以到「在少數範疇裡

所有的兒童都不使用」，因此落在 3 分。 

第 2 項關於使用人口數，目前華人約佔 150 萬人左右，若相較於台灣原住

民的人口數而言，其語言使用人口屬於「極度安全」範圍，但若是相較於菲律賓

                                                
165 謝國平（2007：11-15）：「LVA 有九個衡量因素，其中六個評估語言的活力語所面對的威脅，

兩個評估語言態度，一個評估語料典藏的急迫性。1.語言的世代傳承；2.語言使用者的確實人

數；3.語言使用者佔該社群總人口的比例；4.語言現存使用範疇的趨勢；5.對新的使用範疇和

媒體的反應；6.語文教育與讀寫所需的材料；7.政府對語言的態度與政策；8.社群成員對自己

的語言態度；9.語言相關典藏的數量與質量」 
166 本文僅以最相關的第 6 項作主要討論。其他原因則參考等第之後，筆者自行將咱人話作出語

言活力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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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數，僅佔 1.5%，則屬於「極度危險範圍」，這部分每個語言的判定結果都

有所不同，因此筆者認為目前咱人話的使用人口數應落在折衷範圍，3 分。 

第 3 項是語言使用者佔該社群的總比例，由於菲律賓的華人近乎 9 成皆是

閩南移民者，因此其母語皆是咱人話且具有極高的語言認同度，又是華人之間的

共通語，因此可以說是「幾乎所有人都會說」，但年輕族群其語言程度正在衰退，

對於掌握咱人話的能力較低，3 分。 

第 4 項使用範疇的趨勢，咱人話雖然是華人的母語，但若跟強勢語比較，

則明顯了解語言使用範疇的不對等，況且如本文上一章的問卷分析裡，菲語已成

為超過半數的家庭主要使用語言，對下一代使用的語言則選用英語。因此筆者認

為這項落在「族語只用於少數社會範疇，體現幾種語言功能」，2 分。 

第5項瀕危語言對新範疇及新媒體的感受，由於咱人話還未建立文字系統，

在上一章可以顯示無論是成人或是學生族群皆認為自己在咱人話的「讀寫」系統

是最為薄弱的，始終僅運用在口語上的使用，而在電視節目裡咱人話也是 4 語中

最為弱勢的一環，因此要進入新領域的使用困難度極高，因此筆者認為這項落在

「用於極少數新範疇」，1 分。 

第 6 項「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所需的材料之取得」是本節所討論的重點，

因此將其分成 6 項等第的表格清楚陳列，如下表： 

表 73：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所需的材料  
等第 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所需的材料之取得 

5 有現存的文字，有讀寫的傳統（含字典、故事或非故事文本、文獻、每

天出刊或撥出的媒體），書面語用於政府行政及學校教育。 
4 書面資料存在，兒童在學校學習讀寫該語言，但書面語不用於政府行政。 
3 書面資料存在，兒童在學校能接觸到該語言的書面語，但並未透過書面

媒介來學習讀與寫。 
2 書面資料存在，但只為社群中少數人使用，對其他多數人而言，只具象

徵性意義。該語言的讀寫教學不在學校課程中。 
1 社群知道有可用的文字，也有部分資料以此種文獻記載。 
0 沒有文字。 

根據這 6 項等第可知，咱人話沒有到 0 分的「沒有文字」但也無法達到 3

分的「並未透過書面媒介來學習讀與寫」，更無須討論 4 分或 5 分的選項原因。

筆者認為在這項有關於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的部分，咱人話僅能獲得1分。因為，

在 1921 年《西文簿記法》之前，咱人話的書面語仍活用於華人社會，但自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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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規定改用英語、西班牙語及菲語之後，咱人話的書面語即快速流失。形成目前

菲律賓華人以分裂卻又互補的方式來對待雙語，即「口語是咱人話、書面語是漢

語」因此，華人若是能理解這段歷史或許能夠知道咱人話曾經也廣泛在書面語上

使用。因此筆者認為這部分的咱人話僅能落在「社群知道有可用的文字，也有部

分資料以此種文獻記載」，1 分。 

而與第 6 項相呼應的即是第 9 項「語言相關典藏的數量與質量」，前者是屬

於共時性的語文教育問題，後者則是屬於歷時性的文獻紀錄，咱人話在菲律賓的

文獻紀錄距今已 440 年，但其文獻資料確實屬於少數，即使是西班牙殖民時期活

絡的商船資料也已散失167，因此筆者認為第 9 項落在「只有少數的文法綱要，簡

短的字表，片段的文本，錄音與錄影的語料不存在、或雖存在但品質差而不能用

或完全沒有註釋」，1 分。 

第 7 項關於政府對待各語言的態度，如上文所述菲律賓對語言極為友善，

但沒有達到「對所有語言都保護」的最高標準，因此筆者認為這部分落在「少數

族群語言主要在私領域中受保護，其語言具有社會地位」，4 分。 

第8項是社群成員對自己的語言態度，咱人話在華人社會的語言認同極高，

就如同問卷第 49 題，提及咱人話是否應該消失在菲律賓華人社會，成人族群將

近 6 成認為不應該；學生族群亦有 4 成的比例支持咱人話不應該消失。因此筆者

認為落在「大都數成員支持維護自己的語言」，若是華人能替咱人話爭取其法律

地位，則可再往前一格成為「所有成員都珍惜自己的語言，也希望促進其使用」，

4 分。 

顯而易見的，口語與書面語的等第落差極大，這是以整體性去判斷時無法

清楚區分得部分，而書面語的建構即是當前咱人話所必須努力的部分。 

建立文字化並不一定只能從教育體制著手。筆者前往菲律賓調查時，走訪

馬尼拉的中國城裡，幾乎隨處可見漢字或是咱人話的拼音式招牌，這亦是建立文

字化的一種方式168。張學謙（1999）研究夏威夷的語言景觀及語言規劃時，提及

夏威夷在建立文字化的過程中語言景觀對於語言保存的正面觀169。 
                                                
167 方真真（2012：37）：「華商入港時會領取入港申報表，上面填有閩南語漢字的各項貨品清單，

但這些文件全已散失，如今僅存馬尼拉官員按原件所騰寫的西班牙文抄本。」 
168 可參加本文第四章第三節〈咱人話在馬尼拉中國城商業招牌的語言使用狀況〉。 
169 張學謙（1999：160-161）：「族語在公共告示的使用，可以產生富有情感的象徵作用，同時也

達到語言景觀傳達訊息的作用。就語言保存而言，語言景觀的重要性在於提升弱勢語言的語

族活力、促進族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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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而言馬尼拉中國城雖然沒有明確的範圍，但仍然可以明確得知是以

Ongpin Street 為主要道路，並配合其他周邊範圍，這些位置都是能讓咱人話有更

多的曝光機會，亦能鼓舞其文字化的使用。 

  

「庵」代表的即是廟宇類的意涵，但仍

加上「Temple」以表示廟宇之意。 
芳茂茶行的「茂」唸為/bio/，是本文第四

章第一節音系特點裡的「鉤姑韻」，以拼

音化的方式記錄咱人話的語音特色。 

圖 51：馬尼拉中國城裡的咱人話拼音招牌  
 

若以約翰生（1991：113）對於該語言有無文字系統作一比喻即可清楚了解

這之間的落差： 

書籍是忠誠不貳的寶庫，容或一時備受冷落、遺忘，然一經重開，立即便

能再度提出指教；至於記憶，一旦打斷，就無法喚回。筆之於書的知識，

形如恆星，一待遮蔽的烏雲盡去，馬上便在定位重現光華。傳統不過是顆

流星，一旦殞落，便無法重拾光芒。 

轉引自周蔚譯，D. Crystal 著（2001：257） 

一個語言如果單單只有「聽」與「說」，那麼就如「流星」稍縱即逝，若是

能有「讀」與「寫」的文字系統加持，才能如「恆星」永留傳於世上。約翰生以

「恆星」與「流星」作出如此貼切的比喻，同樣都是天上一顆星，但若是擁有文

字系統的保存，或許無法永世不朽，但卻是能夠延續其語言生命的利器。因此，

為咱人話建構文字系統本是該作之事亦是刻不容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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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咱人話和華語達成「增益式雙語教學」 

「你曾經因為學校感到傷心難過嗎？ 

我曾經，因為我從學校學了一大堆話， 

不過那都不是我的母語。」 

（張學謙 2011：145 引自 Cazden & Dickenson, 1981：457-458） 

這是一位阿帕契族（Apache）的小孩前往學校受教育之後所寫的詩。他所

遭受的困境，正是多數的少數族群所面臨的困境，但所謂的「少數族群」並不是

單以人數多寡作定義，而是指無法操控自身的未來，屬於在政治權力上「被支配

的族群」。如台灣使用台語的族群是佔最大比例人口的族群，但在政治上卻屬於

被支配的族群，導致進入學校所學習的語言並不是自身的母語。 

在大環境而言，咱人話亦存在相同的困境，華人自始自終都是在菲律賓被

支配的一個族群，即使在 1973 年入籍菲律賓後成為少數族群之一，仍是被操控

的一方。但若是縮小範圍至華人社會的框架裡而言，咱人話是具有重要地位的身

分象徵，但咱人話卻無法以完整的母語系統教授華校課程，這樣的困境不只是咱

人話所面臨的無奈，也是菲律賓華人最大的遺憾。 

華人無法使用母語教學，只好用更大的框架「全世界華人的共通語」當作

是「類母語」的台灣華語/中國漢語來教授華校課程，而這樣不得不的「拼接式

雙語教學」在菲律賓華校卻實行了近 90 年，導致咱人話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而漢語又如同外來語一般無法確實融入當地社會，導致雙語紛紛原地踏步甚至受

到更為強勢的雙語夾擊導致語言雙雙流失。 

根據雲惟利（2004）研究在中國原鄉的文昌話、漳州話以及移民至文萊、

馬來西亞的華人，並調查三代之間的語言差異進行二地三代的比較，發現使用母

語的能力皆遞減170。其中語庫衰變具體反映在三個方面，分別為詞音不穩定、詞

語量縮減及詞句量縮減171。 

                                                
170 雲惟利（2004：327）：「無論是在何地以及哪個世代，在個人的語庫中，詞語和語句的儲存量

都在代代削減而且削減率都很大。這反映出個人的方言能力代代遞減。下一代人的母語能力

總是比不上上一代人，越往下越衰弱。」 
171 雲惟利（2004：327）：「1.詞音不穩定：人們學習一種新的語言時，往往由語音掌握不好，不

穩定，以致發音不準，個別詞音走了樣。母語方言往新一代傳授時，由於新一代沒掌握好方

音，所以有些詞音也走樣了。2.詞語量縮減：語言中原有的詞語變化說法減少了，有些口語

詞漸漸消失了，導致「詞語斷層」，就是有些話不會說了。3.詞句量縮減：語言中原有的語句

變化減少了，乃至於有話說不出，導致「語句斷層」，或者因為不知道母語方言的說法，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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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調查咱人話的結果，這 3 個部分皆有衰退的趨勢，例如在訪問發音人

時，他能清楚說出「公螃蟹」與「母螃蟹」的說法「蟳公」（tsim11 ka33）、「蟳

母」（tsim11 |55），並且明確指出「蟳母」（tsim11 |55）的/|55/補不能唸作/bu55/，

但卻也憂心下一代的菲律賓華人恐怕無法說出這類詞彙，最後可能以「**查甫蟳」

（**tsa33 p033 tsim13）、「**查某蟳」（**tsa33 b033 tsim13）作取代。另外，本文在

第四章第三節討論「蝌蚪」時，發現發音人已無法唸出其他方言點唸「蝌蚪」

的任一唸法，而是直接以書面語直譯成為「kə33 tiə55」，顯見這個詞彙已經在語

庫裡消失，僅能以書面語的方式來表達。這些都是呈現出咱人話再逐漸衰退的現

象，必須更加注意。 

由以上的咱人話所呈現的語言現實可以表示，「拼接式雙語教學」已不再適

用於華校對於咱人話及漢語的教學體制。咱人話以口語的方式在華人社會裡代代

相傳，語言保存是處在極為不穩定的狀態，語言流失的速度也在加快，咱人話已

逐漸在華人社會裡一點一滴流失，反映在最真切的語言數據裡。 

在政治上屬於弱勢語言的族群所追求的是達到互利共生、和平發展的應有

環境，咱人話亟欲以雙語教育的方式進入教學體制，當然也不是如蔡永良（2003）

研究早期美國對於印地安語的偏見172，導致所制定的政策皆是以同化印第安民族

為目的，即使到了 1968 年《雙語教育法》的實施，讓語言環境較為鬆綁，但對

印第安語言卻仍然實行了「過渡性雙語教育」173，這種同化式的雙語教育是可以

預測印第安語的結果，在美國單語獨尊的語言政策底下，印第安語獲得的只是大

量衰亡。這樣的雙語教育雖然短暫的有助於弱勢語言的保存，但卻是一種毀滅性

的語言同化政策，這樣的雙語教育是所有弱勢族群的語言所不樂見的，當然也不

是適合咱人話的雙語政策。 

語言復振是弱勢族群的生存之戰，爭取的不是取代式的單語主義，而是增

益式的雙語現象（張學謙，2011：29）。咱人話在菲律賓華人社會裡，不算是弱

                                                                                                                                       
用書面語的句式，不符合方言的習慣，造成書面表達方式轉入口語，替代母語方言的說法。」 

172 蔡永良（2003：51）：「20 世紀 30 年代以前的政策，是建立在美國白人對印地安語的偏見和

歪曲之上、為全面同化和消解印第安文化為目的，體現美國白人社會鮮明的語言文化理念和

美國政府印第安政策的同化主題。」 
173 蔡永良（2003：248）：「美國社會能夠容忍的是過渡性雙語教育，贊成雙語教育是為了少數民

族的孩子盡快掌握英語，盡早融入美國社會。如果少數民族想利用雙語教育的政策，發展和

保護民族語言和文化，這是美國盎格魯趨同理念背道而馳的，是美國語言文化觀念所不允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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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語言，但若是以法定地位或是文字系統等方面而言，咱人話確實必須有著「生

存之戰」的心理準備。因此「增益式的雙語現象」讓雙語互相扶持，「去其缺而

揀其優」是筆者認為當前華人雙漢語應該努力的方向。 

咱人話與漢語在菲律賓有著不同的歷史，但演變至今卻皆是華人不可廢棄

的語言，且沒有一種語言可以完全取代另一種語言，「雙語教育」是一條必須執

行的教育辦法。根據謝國平（1993）對於「雙語教育」的定義： 

在教育過程中，有規劃、有系統地使用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體，使學生在

整體學識、兩種語言能力，以及這兩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的學習及成長上，

都能達到順利而自然的發展。 

由此可知，雙語教育的目的在於期望達成兩種語言皆能獲得成長並且能夠

自然使用，這是當前雙漢語之間各自欠缺的。咱人話缺乏有系統的教學媒體；漢

語則是即使受過華校 10 年制的教育仍然缺乏其語言能力而無法達到自然的發展。

而過往的「拼接式雙語教學」，僅僅是把咱人話當作授課語言，並沒有讓咱人話

成為具有制度化的教學媒介，亦把漢語當作書面語來教學，導致漢語在口語使用

上無法順利進入華人社會。這樣的雙語教學並不是真正具有成效的雙語教育，不

但無法將雙語同時學習完整，更有可能造成雙語雙雙衰退。 

1973 年之前，華人還未入籍菲律賓，因此不論是咱人話還是漢語皆是外來

語，自 1973 年入籍之後，咱人話隨著華人成為菲律賓少數語言，而漢語也在隨

後被菲律賓政府承認為外來語言，近年來各自得到最適合自己的定位，因此，當

初因應過度時期的「拼接式雙語教學」也必須隨著時代的演變，導正成名副其實

的「雙語教學」，有完善的雙語教育制度並各司其職，這對於整體華人社會絕對

是具有正面的效果。 

又如菲律賓是個對待語言開放的國家，菲律賓人除了學習的過程中必須具

有雙語能力（菲語及英語）之外，若是本身又是第三語言者則一樣能學習自己的

母語，因此菲律賓人通常都能擁有數種語言。而菲律賓華人本身既存三種語言（咱

人話、菲語及英語）要再學習第4種語言（漢語）其實不困難，根據泰伯（P.O.Tabor，

1997）「多容器理論」的定義： 

以杯子為比喻，學習第一語言的時候，有第一個杯子出現，學習第二語言

的時候，卻不需要放棄第一語言，因為學第二語言的時候，會有第二個杯

子，同時第二個杯子並非空無一物，有來自第一語言的學習轉移。 

轉引自張學謙（2011：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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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清楚的解釋了為何擁有多語言的使用者不會因此而造成使用語言時的混

亂，反倒更能促進大腦思考。第一語言是最重要的學習起點，隨著學習第二語言、

第三語言都能根據過往的學習經驗找到規律、法則。也就是說，無論第一語言為

何，只有重視母語教育才有辦法達成「增益式的語言能力」。咱人話與漢語雖然

分屬南方及北方語言，其語音、詞彙有所不同，但仍同屬於漢語語系裡的一支，

且又擁有「書同文」的漢字優勢，因此若有完善的雙語教育，要藉著咱人話學習

漢語並非難事。 

在雙語教育部分實施的部分，多半分為二種方式進行，其一，分時段雙語

教育（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如同楊建成（1986：170）所言：「菲島

各華僑學校上課所用的語言，小學一二年級多用福建話及廣東話，三四年級後採

用注音符號，五六年級後漸熟國語，」其二，則是分學科雙語教學（Two way/Dual 

Language Bilingual Education），也就是不同科目使用不同語言教學。 

早期台灣華語進入菲律賓華校時，為了要提升華語的學習度，因此選用了

第一項分時段進行雙語教育，先由母語著手再進行第二語言教學。而第二種方式

則是分科進行雙語教育，若是較為偏向華人文化的可以以漢語教學，較偏向菲律

賓本土文化的則可以使用咱人話教學，這二種教學方式皆有其優點，因此這在未

來進行雙語教育實施辦法時可以再進行更為細部的討論。 

菲律賓是個多語言的國家，就以大環境而言，華人至少要習得 Tagalog 語以

及英語才有辦法生存在菲律賓社會裡，而華人又要習得華人內部的雙語，因此筆

者認為在多語言的環境裡，不論是以「雙語習得」（Bilingual language acquisition）

的方式或是「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或 L2 acquisition）174的

方式習得咱人話及漢語，皆是有助於雙語穩健地發展。 

確立雙語教育體制之後，咱人話最重要的即是「文字化」、「標準化」等工

程，這部分若是在雙語教育實行的過渡時期可先參考同為閩南語支的台灣台語，

目前台語在台灣的教育體系裡仍屬於非常新興的學科，主要是因為 1987 年才執

行解嚴令，於 1990 年制訂相關法則，目前仍有許多部分有所不足，但仍可以作

為咱人話未來進入教育體制以及制定文字系統等相關法則的參考，下表是目前台

灣台語與菲律賓華校的教學體系上的比較： 

                                                
174 Victoria Fromkin 等人著、黃宣範譯（2006：478）：「第二語言習得，指的就是一個人（成人

或兒童）已經習得一種第一語言，後來再習得另一種語言。而雙語習得，則是指嬰兒（或三

歲以下的幼童）同時習得兩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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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台語與咱人話的比較175 
 台語 漢語為主，咱人話為輔 

授課時數 國小為必修課，一周一節 40 分，鐘。

國中為選修課，一節 45 分。 
從幼稚園到大學，每周 600 分鐘，至

多 720 分鐘。 

授課語言 多以華語作授課語言，進一步才能以

全台語模式教學。 
多以咱人話為授課語言，塔加祿語、

英語為輔助語言。 

半官方 
認定 

1990 年民進黨執政縣市先行舉辦，

1996 年執政黨將母語教育納為正式

課程，規定國小 3-6 年級每周一節鄉

土教學課。 

1993 年根據第二教學語言理論制訂

《菲律賓中小學（十年制）華語教學

大綱》正式將漢語納入華校教學體

制。 

官方認定 2001 年教育部頒定國小一年級至六

年級學生，應就閩南語、客家語、原

住民族語等三種本土語言任選一種

修習。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 

2010 年菲律賓高等教育部將漢語正

式列為菲律賓高等教育語言選修課

程；2011 年，菲律賓教育部將漢語正

式成為中小學一外語選修課程。 

拼音系統 2006 年教育部通過「台灣閩南語羅馬

字拼音方案」。 
目前咱人話無一套具官方認證的拼

音系統。皆以台灣華語或是中國漢語

的拼音系統為主。 

文字系統 2007 年至 2009 年公布台灣閩南語建

議用字共 700 字。 
目前咱人話無一套具官方認證的文

字系統。皆以台灣華語或是中國漢語

的文字系統為主。 

考試認證 2010 年首度舉辦閩南語認證檢定考

試直到至今。 
目前在菲律賓沒有關於漢語或是咱

人話等相關認證考試。 

師資 98 學年度起，未受過進階培訓之現職

教師，不得擔任本土語言教學。106
學年度起，未通過本土語言能力中高

級以上認證之現職教師，不得擔任本

土語言教學。 

以菲律賓華人、台灣役男、中國志願

者或海外華僑為主。僅有菲律賓華人

會以咱人話作為教學語言，後者多選

用台灣華語或中國漢語。 

教材 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應依據課程綱要

編輯，並依法由審查機關（單位）審

定通過後，由學校選用。 

目前咱人話無一套完整教材。僅以菲

律賓當地編印的教材為優先，亦能選

用台灣華語或中國漢語的教材。 

比較教學體制可得知，目前菲律賓華校的體系是以漢語作為主要教授的語

言，具有完整的法定地位、文字系統以及教學規劃，咱人話僅僅是輔助漢語教學

                                                
175 本表格參考范啟華 2008 年、張學謙 2011 年、章石芳 2011 年、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2013.11.22

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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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用到的授課語言，這與台語目前的教學比起來，卻是極為嚴峻。 

但令人莞爾的是，華校每日擁有 100 分鐘的漢語授課時數，至多可以申請

延長是 120 分鐘，每周具有至多 720 分鐘的時間是沉浸在漢語裡，這與台灣的台

語一周僅能 40 或 45 分鐘相比，其授課時數是台灣台語的 18 倍176，而這樣的期

程至少是中小學的 10 年制，卻無法達成基礎的漢語語言能力，這早已超越辛頓

（Hinton，1994）估計學習一個新語言要達到基本的口語溝通能力大約要 500 小

時（張學謙，2011：236）。 

若是將數據具體化，單單是台灣台語集合中小學 9 年固定一年上課周數 40

周，每周 40-45 分鐘，加總起來也才 250 小時，而漢語教學的時數是台灣的 18

倍，由這樣的數據顯示，漢語教學效果確實有待增進。數據具體化之後，清楚表

達出「拼接式的雙語教學」確實已不可行，必須即時轉換成完整的「雙語教育」

才能確實將咱人話與漢語傳授給予華校的學生。 

加西亞（Garciá，1992）所提倡的「語言花園」的概念，筆者認為能夠恰當

的比喻在菲律賓面對眾語言的態度以及漢語進入菲律賓之後所產生的反應。因此

筆者將咱人話在菲律賓的現況以「語言花園」的概念作一呈現： 

菲律賓是個擁有語言（花卉）多樣化的大花園，鼓勵各種花卉成長、茁壯，

不但不限制其生長環境，亦適時的給予養分，期望讓各種花卉能自在的生長。咱

人話自 400 多年前已成長在菲律賓這片大花園裡，雖然過程飽受風霜，卻也能存

活至今，倚靠的即是大花園裡的花卉都秉持著共榮共存的想法。但近年來漢語亦

進入此花園，分散養分下，造成咱人話有所影響。但漢語經過 20 多年的植栽始

終無法順利開花結果，而咱人話雖然因為強勢的花卉來襲而造成損傷，卻也喚起

了園丁對於咱人話在這片花園的重要性，必須積極劃出位置讓咱人話擁有更為健

全的環境。這片大花園允許所有的花卉各自奔放，始終植栽不成功的花卉若不倚

靠原已生長在這片花園裡的咱人話扶植，進行語言嫁接，使其二種花卉更為茁壯，

則很有可能漢語佔據了位置始終無法開花結果，卻也造成咱人話被漢語覆蓋而無

法繼續成長，其原本固有的位置也將被其他生長得宜的花卉所取代。因此，唯有

語言嫁接才有辦法共同維護其生長環境，並與其他花卉共存共榮的生長在菲律賓

                                                
176 雖然台灣台語已進入教育體制，相比於咱人話已幸運很多，但這樣的授課時數可以說是「點

滴餵養式」的母語教學。母語課一周僅有一節課，雖然不再壓制母語，但是缺乏積極推廣，

可預測其結果將是削減式的雙語現象。就像是對溺水者拋出一根稻草般，杯水車薪可能無法

挽救母語溺水（張學謙，201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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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片大花園裡。 

菲律賓不論是否為當地原生的語言皆能持友善的態度接受，若同為漢語系

的中國漢語及咱人話卻無法達到共存共榮的共處模式，進行雙語教育互相扶持，

那麼勢必只有走向雙語共衰退的道路。因此，雙語之間不應該再期望以「單語主

義」或是「拼接式教學」作為教學方針，應邁向「增益式的雙語教學」才是當前

雙漢語應走的道路，這亦是本文最重要的目的。 

綜觀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歷史、回顧遭受困境的過去，記錄咱人話目前的語

音現況，並為咱人話理出一條可行性的道路，期望咱人話不只有口語代代相傳，

而是能達到「華人的學校並使用華人的母語教學」，這是每個語言應有的權利，

也是菲律賓華人應該為咱人話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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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是依咱人話目前在菲律賓的語言現況及華校教學制度作一系列的「修

正」，以期望咱人話與漢語得以並肩生存在菲律賓。 

首先，咱人話早在 1973 年華人入籍菲律賓之後就應該重新定位成為菲律賓

少數語言之一，並積極納入《特殊語言（含母語）保障條款》裡，成為具有法定

地位的少數語言，使其咱人話具有合法地位之後得以建立其「制度化」、「文字化」

及「標準化」。 

其次，將咱人話納入華校教學體系，汰換使用近 90 年的「拼接式語言教學」

轉換為完整的「雙語教育」，不論是以雙語習得或是第二語言習得的方式對雙語

而言皆是正面的發展。而這改制的過程，也將漢語進入菲律賓之後所期望執行的

「單語主義」、「漢語為主、咱人話為輔」的教學體制改為可行性更高的「增益式

的雙語教學」。 

如此一來，咱人話才具有完整的「聽」、「說」、「讀」、「寫」的語言系統，

而漢語也因著完善的雙語教學而達到確實的成效，得以流通在華人社會裡，而非

只是「課本裡的語言」。 

在菲律賓，咱人話擁有 400 多年的歷史其「語言價值」，無限。 

在全世界，漢語儼然成為華人的共通語其「實用性」，無限。 

雙語，對於華人而言皆是不可廢棄的語言，也可以說是華人對於雙語的語

言認同度極高，因此筆者就「雙語皆重」的角度將咱人話與漢語作一系列的修正，

期望改制過後的雙語教學得以讓咱人話及漢語各自獲得更高的學習成效，不但雙

雙獲得保存，也期望更為廣泛地為菲律賓人所使用。雙語擁有源源不絕的語言認

同，這絕對具備足夠的力量共同抵抗更為強勢的菲律賓語與英語，共存在菲律賓

的土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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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針對菲律賓的咱人話作一系列的介紹及探討，是一本以多元方

向呈現不同面向的咱人話專文。 

「為何菲律賓當地華人使用『咱人話』來稱呼自己所說的閩南語？其背後

意義為何？」單純的想法往往成了探索新事物的動力來源。因此筆者三度前往菲

律賓期望藉由不同的研究面相了解咱人話在菲律賓的樣貌。而實際進入菲律賓現

場後，「何以咱人話成為現今的樣貌？華人是否仍對於咱人話具有高度的認同度？

咱人話該怎麼被保存？」這些疑問成為本文的研究目的，將其逐一探究後並歸結

而成本篇論文。 

首先先簡述菲律賓的概況及其人口和語言的組成，其語言以英語、菲語為

主，而咱人話則為華人的母語。本文以咱人話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其面向有三： 

（A）咱人話的歷史： 

西元 1921 年正值美國殖民菲律賓時期所施行的《西文簿記法》是導致咱人

話書面語使用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菲律賓獨立之後的《華校菲化案》則是導

致咱人話在教學時數上的減少；近年來所產生的「華語熱」也是導致教學語言選

用上的混亂以及引進中國志願者及台灣的役男進入華校教授華語，皆是擠壓了當

地華人以咱人話授課的空間。透過百年來的文獻梳理，整理出咱人話在菲律賓因

為受到一些法案影響而有了現今的樣貌。 

（B）咱人話的語言現況： 

本文使用傳統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的方法分別討論咱人話在菲律賓所呈現

的樣貌。首先在傳統語言學的部分，確立了咱人話的語音系統，有 8 元音、6 聲

調以及 80 韻類，咱人話是以晉江話為語言底層增加了泉州話的 2 元音，其韻類

也有 4 韻有別於晉江話，並且收錄咱人話約 1,600 詞的詞彙。 

在菲律賓的多語環境之下，咱人話也與西班牙語、英語及 Tagalog 語有著密

切關係，其中研究顯示咱人話與 Tagalog 語是屬於雙向的語言借用，而咱人話與

西班牙語及英語則是呈現單方向的輸入。 

筆者在馬尼拉中國城裡的王彬街進行商業招牌調查，共計 152 面招牌，其

調查顯示英語是王彬街最為重要的語言、其次為漢語，而招牌的語言使用則有

51.97%以「漢英合併」的方式呈現。而菲語在王彬街的商業招牌裡則是僅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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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招牌，可見菲語在王彬街的重要程度遠低於英語。 

另外，若將咱人話與晉江話、泉州話及鹿港話作閩南語「國際變體」的比

較，發現咱人話與晉江話其語音系統及詞彙最為相像，其次是泉州話，鹿港話則

是最具有差異性。 

其次使用社會語言學進行問卷調查，共計 50 題。有效問卷人數共有 1,380

份。區分大人族群及學生族群、再區分年齡層及性別作為研究對象的分類原則，

而語言議題則以國族認同、語言態度、語言保存、語言與社會、語言與人群、語

言與教學及語言與宗教共七大類別作逐題的分述討論，綜合其所有研究數據顯示

成人族群裡的老、中年齡層對於咱人話仍有「語言忠誠」的現象，而青年層則呈

現出「功能性的語言轉移」將使用的語言轉換為英語及菲語，而這樣的現象在學

生族群裡更加明顯，甚至學生族群已將英語及菲語當做其母語，而咱人話則是「長

輩的語言」，由此可知咱人話在年輕世代已是快速流失。因此「年齡」可以說是

是菲律賓華人對於咱人話具有最大的差異處，雖然分屬不同族群、不同性別，但

年齡的差異才是真正反應出咱人話語言現況的主因。 

（C）咱人話的語言保存： 

藉由社會語言學進行問卷分析之後發現咱人話在年輕世代已有流失現象，

對於咱人話的語言保存更是迫在眉睫。 

「咱人話」意即「咱家己人所講的話」，在老一輩的華人心目中具有強烈的

認同意識下，咱人話或許需要透過不同的途徑得以保存傳承下去。 

擁有再定位的新契機則是來自於西元 1973 年馬可仕頒布《新國籍法》之後，

華人成為菲律賓的成員之一，咱人話隨著華人的腳步成為菲律賓少數語言之一。

但華人遲遲未將此當作一項能將咱人話納入菲律賓國家體系的利器，因此若能將

咱人話納入《特殊語言（含母語）保障條款》的保障裡，並將咱人話制定讀寫系

統，與漢語制定雙語教育的辦法進入華校的教學體制裡，為咱人話在教育上做最

根本的語言保存。一個語言的保存必須在「聽說讀寫」皆具備的前提之下才能有

完善的保障得以傳承，因此不但要延續咱人話在華人社會裡能使用的環境，更要

納入教學體制才得以完整保存。 

綜觀本文共分作咱人話三階段來探討即是咱人話的過去（生存不易的咱人

話）、咱人話的現況（咱人話在菲律賓的語音樣貌、華人在菲律賓的語言使用）

以及咱人話的未來（語言保存的可行性）三方面為咱人話作一系列的討論。若有

未善盡之處，可望在未來有更多咱人話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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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展望 

本文以語言歷史（歷時性與共時性）及語言保存的角度探討咱人話，已夠

擬出咱人話目前在菲律賓的現況，但仍有許多可探究之點可再作深究與實現，主

要有 3 個面向： 

一、咱人話的歷史文獻，有如方豪（1959：76）所言已是「絕譯」之作，是天主

教來到菲律賓遇到華人所使用的母語有別於中國官話而產生出許多咱人話

的相關文獻，雖然都是宗教文獻，但若不是有傳教士的傳道精神，咱人話的

文獻資料也不會如此深厚，第一本的出版年代在 1575 年誕生，至今已有 440

年歷史。除此之外，華人來到海外，多是經商目的為多，因此在貿易的文獻

上，有如方真真（2012）對此文獻多所研究，若是能進一步解讀咱人話的相

關語料，則更有助於早期菲律賓、台灣及中國的貿易網絡。 

二、如第四章探討咱人話與菲律賓本地的 3 語比較又與中國、台灣的 3 語比較，

其語言多樣化無法在一章內完整呈現，因此未來可再以此作延伸，逐一在各

個語言裡找尋咱人話的蹤跡，也在咱人話裡找尋各語借入所留下的痕跡，其

語言互動精彩可期。不僅如此，更甚尤者，將東南亞的閩南語作一系列的比

較，將各國所保留的閩南語的原本性及特殊性作東南亞閩南語「國際變體」

的大範圍比較，這實屬工程浩大，卻也抱持期望。 

三、具體實踐咱人話語言保存的可能。「紙上談兵」與「教學實踐」往往具有落

差，若是能將本文所闡述的雙語教育辦法具體運用在菲律賓華校教育體制上，

則能更確切地了解其優缺點，逐一修正其實施辦法，確實地將咱人話納入教

育體系裡，而不僅止於紙上談兵。 

期望在既有基礎之上，未來能更加深化對咱人話的研究，擺脫「閩方言之一」

或是「菲律賓福建話為泉州腔」等籠統的概念，確立咱人話在菲律賓、華人以及

在東南亞的重要性。 

 

 

 

 

 
 

 



 

216 
 

參考書目  
英文文獻 

Cannon, Garland 1988,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 American Speech 63/1:3-33. 

Chambers, J. K. & Peter, Trudgill (Eds.) (1998) Dialec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Chan-Yap, Gloria (1980) Hokkien Chinese borrowings in Tagalog,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oulmas, Florian (1997).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D.R SarDesai 著、蔡百銓譯，2001，《東南亞史（上）》(Southeast Asia Past and 

Present)，台北：麥田出版社。 

E. Arsenio Manuel(1948),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Tagalog Language,Manila: 

Filipiniana Publications. 

García, Ofelia. 1992. Societal Multilingualism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in Heidi Byren, ed. Language for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pp. 1-27. 

Lincolnwood, Ill.: National Textbook Co. 

Garland cannon（1988）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USA:American Speech No.1 

Peter Kang，2013 年，〈On the Romanization Archives of Lán-lâng Language 

Collected in Leiden University〉，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5(1), 

pp.98-108。 

Rodriguez, Manel Ollei，2004 年，〈菲律賓在東亞的影響（1565∼1593）〉，澳門：

《文化雜誌》52 期，頁 9-24。 

Teresita Ang See，1997，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Perspectives II，,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Teixeira, Victor Gomes，2004 年，〈16-17 世紀從菲律賓前往東南亞葡佔領地的傳

教團〉，澳門：《文化雜誌》52 期，頁 25-35。 

Trigoso, Maria，1992 年，〈對澳門語言政策的反思〉，澳門：《澳門政府雜誌》16

期，頁 617-622。 

Agoncillo, Teodoro A.著，吳文煥譯，1996 年，《菲律濱簡史》，馬尼拉：菲律賓

華裔青年聯合會。 

Scollon, Ran /Scollon, S.W.著、呂奕欣譯，2005，《實體世界的語言》，臺北縣：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Jensen Khin Khin, Myint 著；吳文煥譯，1991 年，《美統時期的菲律濱華人

 



 

217 
 

（1898-1946）》，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世界日報》。 

Victoria Fromkin‧Robert Rodman‧Nina Hyams 著；黃宣範譯，2006，《語言學新

引》，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第 1 版第 4 刷。 

 

中文文獻 

2 

丁元亨，2002，《歐洲整合與歐盟語言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 

4  

方豪，1959，〈明末菲律賓華僑採用之聖經經文與譯名〉，新加坡：《新鐸聲》第

26 期，頁 75-80。 

───1967，〈明萬曆間馬尼拉刊印之漢文書籍〉，台北：《現代學苑》4 卷 8 期，

頁 1-4。 

───1973，〈明末馬尼拉華僑教會之特殊用語與習俗〉，台北：《現代學苑》10

卷 5 期，頁 1-17。 

方真真，2006，《明末清初臺灣與馬尼拉的帆船貿易》，台北：稻香出版社。 

────2012，《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新竹：國立

清華大學出版社。 

方欣欣，2008，《語言接觸三段兩合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王建設、張乾荔，1994，《泉州方言與文化（上）（下）》，廈門：鷺江出版社。 

王思韻，2014，〈李清泉與菲西文簿記法案〉，福建：《福建僑報》6 月 13 日，頁

7。 

王桂蘭，2010，〈台北縣淡水鎮閩南語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5 

朱東芹，2011，〈菲律賓華文報業的歷史、現狀與前景分析〉，北京：《世界民族》

1 期，頁 51-61。 

6 

江寶釵、蔡素娟、顏尚文，2005，《嘉義市志》卷八《語言文學志》，嘉義市政府。 

7 

何蕙瑛，1979，〈東南亞華僑國籍問題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

所碩士論文。 

 



 

218 
 

何大安，2007，〈語言活力通說〉，收錄於《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 1-6，

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李天錫，2009，〈試析菲律賓華僑華人的媽祖信仰〉，台北：《宗教哲學》47 期，

頁 115-123。 

李壬癸，2010，《珍惜台灣南島語言》，台北：前衛出版社。 

李恩涵，2003，《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出版有限公司。 

李毓中，2002，〈《印地亞法典》中的生理人：試論西班牙統治菲律賓出期有關華

人的法律規範〉，收錄於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

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 327-380。 

────2003，《菲律賓簡史》，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2005，〈虛名不義之戰：菲律賓獨立運動與美西戰爭〉，台北：《歷史月

刊》207 期，頁 63-70。 

────2006，〈遙遠廣大的海外領土：西班牙殖民地管理體系的建構與確立〉，

台北：《歷史月刊》第 225 期，頁 28-34。 

李如龍主編，2000，《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2003，《漢語方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宇明，2010，《中國語言規劃續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吳文煥，1989，〈美統對菲華社會的影響〉，收錄於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編， 

    《融合－菲律賓華人（一）》，頁 247-252，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吳文煥編，2000，《華人的文化適應和文化改造》，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一九

九八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馬尼拉：菲律濱華裔青年聯合會。 

吳文煥、王培元，2002，《紀念排華法一百週年（附華工血淚小說《苦社會》）》，

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投石，1989，〈華文作為華族的語文〉，收錄於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編， 

    《融合－菲律賓華人（一）》，頁 191-192，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1989，〈嚴重脫離實際的華文教育〉，收錄於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編， 

    《融合－菲律賓華人（一）》，頁 193-195，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辛廣偉，2010，《世界華文出版業》，台北：遠流出版社。 

8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台北：前衛

出版社。 

 



 

219 
 

施正鋒，2002，《語言權利法典》，台北：前衛出版社。 

施正鋒、張學謙，2003，《語言政策及制定「語言公平法」之研究》，台北：前衛

出版社。 

施振民，1976，〈菲律濱華人文化的持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 42 期，頁 119-206。 

施華謹譯，2001，《塑造菲律濱的一百項事件》，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施雪琴，2007，《菲律賓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賓的殖民擴張與文化調適

（1565-1898）》，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周蔚譯，2001，D. Crystal 著，《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周澤南，2006，《馬來西亞語言規劃之研究－單語政策與弱勢語族訴求之衝突》，

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南京，2007，《菲律賓與菲華社會》，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周長楫；周清海，2000，《新加坡閩南話概況》，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周凱琴，2010，〈馬來西亞漢語和馬來語借詞相互滲透之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

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雙學位碩士（研究）畢業論文。 

林再復，1984 初版；1996 再版，《閩南人》，台北：林再復個人出版。 

洪惟仁，1995，《台灣語言危機》，初版二刷，台北：前衛出版社。 

洪玉華，1990，〈菲律賓華人─ 是資產或是負擔〉，收錄於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

會編，《融合－菲律賓華人（一）》，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2002，〈菲華社團概述〉，收錄於《2002 全球客家文化會議研討會》，

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洪玉華編，1992，《華人移民暨施振民教授紀念文集》，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

聯合會聯合拉剎大學中國研究出版。 

林忠強、陳慶地、莊國土、聶德寧，2006，《東南亞的福建人》，廈門：廈門大學

出版社。 

林燾、王理嘉，2008，《語音學教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初版 6 刷。 

卓正明編，1996，《泉州市華僑志》，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9 

姚亞平，2006，《中國語言規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范啟華，2008，〈教育菲化案及其對菲律賓華文教育的影響〉，福建：福建師範大

學教育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20 
 

胡安順，2009，《音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第 2 版第 7 次印刷。  

10 

凌林煌，1992，〈析論清季美國排華運動的原因（1850-1911）〉，宜蘭：《中國歷

史學會史學集刊》24 期，頁 247-274。 

徐大明，2006《語言變異與變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1997，《當代社會語言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 

泉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5，《泉州市志 第五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11 

許壬馨，1998，〈菲律賓早期的唐人街--八連（Parian）的商業活動及其沿革

1582-1860〉，南投：《暨南史學》1 期，頁 43-61。 

許銘裕，2012，〈臺灣閩南語與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 Catalan 語發展脈絡比較〉，

台北：《比較教育》72 期，頁 93-121。 

張維邦，1996，〈魁北克「民族主義」與法語為官方語言的制訂─兼論加拿大聯

邦政府雙語與多元文化政策的確立〉，收錄於施正鋒主編《語言政治與政策》，

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187-213。 

張嘉星，2006，〈傳教士與閩南方言辭書〉，福建：《文獻季刊》1 期，頁 183-188。 

張詠涵，2009，〈菲律賓的華人政策(1946-1986) 〉，台北：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

所碩士論文。 

張彬村，2002，〈美洲白銀與婦女貞潔：1603 年馬尼拉大屠殺的前因與後果〉，

收錄於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所，頁 295-326。 

張興權，2012，《接觸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張屏生，2007A，《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一･論述篇》，台南：開朗

雜誌。 

────2007B，《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二･語料篇 高雄閩南語語

彙集》，台南：開朗雜誌。 

────2007C，《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三、冊四･語料篇二･臺灣

漢語方言詞彙對照表》，台南：開朗雜誌。  

張學謙，1999，〈語言景觀與語言保存規劃〉，台東：《臺東師院學報》10 期，頁

 



 

221 
 

155-171。 

────2002，〈Aotearoa/紐西蘭的語言規劃〉，收錄於施正鋒 2002 年編《各國

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前衛出版社。 

────2007，〈邁向多元化的台灣國家語言政策─從語言歧視到語言人權〉收

錄於《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 177-197，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

究所。 

────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新

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章石芳，2011，〈族群文化認同視野下菲律賓華族移民母語教育發展及其方略研

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論文。 

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 （Dialect Group Identity）》，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俗研究所。 

12 

雲惟利，2004，《一種方言在兩地三代間的變異：文昌話和漳州話在本土與海外

的時地差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黃謙纂輯，1831，《增補彙音妙悟》，「清道光辛卯年間孟春重鐫」、「桐城黃澹川

鑒定」的版本。 

黃龍泉，2014，〈十九世紀咱人話 ê 動植物構詞文化意涵－以《荷華文語類參》、

《廈荷詞典》收錄 ê 語詞為例〉，台南：《台語研究》6 卷 1 期，頁 86-105。 

黃宣範，2004，《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新版 4 刷，

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黃滋生，1994，〈菲律賓華人的形象〉，收錄於《東南亞研究》1 期，頁 39-42，

廣東：暨南大學出版。 

曾少聰，1998，《東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灣與菲律賓的比較研究》，江西：

江西高校出版社。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編，1997，《融合－菲律賓華人（二）》，馬尼拉：菲律賓

華裔青年聯合會。 

13 

莊國土主編，2003，《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化》，廈門：廈門大學出

版社。 

莊國土、劉文正，2009，《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

 



 

222 
 

化趨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莊文成，1995，〈菲華報業現況〉，收錄於《海外華人研究》3 期，台北：中華民

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頁 277-282。 

鄒嘉彥、游汝傑編著，2007，《社會語言學教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楊建成主編，1986，《菲律賓的華僑》（南洋研究史料叢刊第二十三集），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楊允言，2014，《台語文語料處理 kah 線頂資源研究》，台南：亞細亞國際出版社。 

楊啟光，2009，〈印尼語閩南話借詞及其研究的文化語言學思考〉，收錄於《首屆

海外漢語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 

楊秀芳，2000，《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第 1 版第 4 刷。 

楊聰榮，2001，〈菲律賓獨立革命與西美戰爭─論東南亞自主歷史史觀下國族歷

史論述的成就與侷限〉，台北：《新史學》12 卷 1 期，頁 187-232。 

閩南基督教會編，1980 再版，《聖詩》，馬尼拉：菲律賓中華基督教會。 

14 

鄭佩宜，2008，〈十七世紀初以前的中菲貿易與 1603 年的馬尼拉大屠殺〉，台北：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僑委會，2013，《中華民國僑務統計年報》，台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出版。 

僑委會，2014，《中華民國僑務統計年報》，台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出版。 

廖宜瑤、夏誠華、張榮顯，2012，〈菲律賓華文學校之現況與展望〉，桃園：《中

原華語文學報》9 期，頁 99-119。 

15 

蔡惠名、王桂蘭，2011，〈菲律賓福建話初步調查成果〉，《海翁台語文教學季刊》，

台南：金安文教機構出版，頁 46-52。 

蔡惠名，2009，《高雄市旗津區閩南語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

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博中秋」在菲律賓、中國及台灣的現況初探〉，台北：《古典文

獻與民俗藝術研究集刊》第 2 期，頁 417-429。 

────2014A，〈菲律賓宿霧 ê 天主教信仰 kap 文化〉，《台灣教會公報週刊》，

第 3262 期，頁 25。 

────2014B，〈「老二哲學？」－以宿霧語、廣東語、台語為例〉，南投：《台

 



 

223 
 

灣東南亞學刊》，頁 109-131。 

────2015，〈菲律賓咱人話 ê 再定位〉，台南：第七屆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 

蔡永良，2003，《語言‧教育‧同化；美國印第安語言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 

蔣為文，2012，〈是「台語」kap「咱人話」，m̄是「閩南話」！〉，台北：台文通

訊 BONG 報 219 期。 

鄧文龍，1999，〈十九世紀美國排華問題析論〉，高雄：《文藻學報》13 期，頁 25-40。 

劉冠楠，2009，〈美治時期《排華法案》在菲律賓的頒布及其實施〉，福建：廈門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葛本儀，2001，《現代漢語詞彙學》，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刷。 

董忠司，1999，〈閩南語和畬語的歷史淵源〉，收錄於《第五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

論文集》，頁 9-23，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 

16 

陳佩修，2003，《馬來西亞簡史》，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初

版 1 刷。 

陳玉菁，2011，〈馬尼拉與宿霧華校幼童「閩華共學」的個案研究〉，台北：國立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鴻瑜編著，2003，《菲律賓史－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初版，台北：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陳子彬，1993，〈咱人、番仔、菲律濱人〉，收錄於周南京著、吳文煥編《菲律濱

與華人》，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頁 159。 

陳恒漢，2008，《南洋縱橫－文化接觸與語言教育研究》，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 

陳隆志，2006，《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台北：前衛出版社。 

陳苗主編；莊維坤副主編，1994，《晉江市志(下)》，晉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中國上海：三聯書店。 

陳松岑，2001，《語言變異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第 1 版第 2 刷。 

陳曉錦，2014《東南亞華人社區漢語方言概要》（上、中、下），廣東：世界圖書

出版廣東有限公司。 

陳原，2001，《語言與語言學論叢》，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初版

1 刷。 

 



 

224 
 

潘露莉訪問、林淑慧記錄，1996，〈邵建寅先生訪問記錄〉，收錄於《菲律賓華僑

華人訪問記錄》，頁 243-25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盧廣誠，2003，《台灣閩南語詞彙研究》，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第 1 版第 3

刷。 

蕭軒竹，2007，〈十六世紀華舶至馬尼拉及華商市場之形成〉，台北：《政大史粹》

13 期，頁 1-26。  

17 

謝秀嵐，1818，《彙集雅俗通十五音》，重修版。 

謝國平，1993，〈從語言規畫看雙語教育〉，台北：《教師天地》第 67 期，頁 16-21。 

────，2002，《語言學概論》，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增訂 2

版 3 刷。  

──── 2007，〈語言流失與 RLS 在台灣〉，收錄於《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

頁 7-1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8 

魏思齊，2009，〈西方早期（1552-1814）年間漢語學習和研究：若干思考〉，雲

林：《漢學研究集刊》8 期，頁 89-122。 

21 

趙啟峰，2011，〈族群、宗教與認同—西班牙殖民時代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嘉

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趙振祥，2008，〈菲華報刊的發展語菲華社區的建構〉，廈門：《廈門大學學報》2

期，頁 64-70。 

顧長永，2005，《東南亞政治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2009，《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013，《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22 

葉玉賢，1999，〈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研究〉，暨南大學比

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4 

靈惠基督教會，2005，《靈歌集 1》，奎松市：靈惠基督教會。 

龔煌城、姚榮松，1993《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畫第一年期－－－臺灣南部閩

 



 

225 
 

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民國81 年8 月

至82 年7月。 

 

雜誌 

〈國際華商 500 排行榜〉，2005.10.09，《亞洲週刊》，報導，頁 85。 

 

 

 

 

 

 

 

 

 

 

 

 

 

 

 

 

 

 

 

 

 

 

 

 

 



 

226 
 

參考網站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2015.03.10 查詢） 

http://www.mps.gov.cn/n16/n1282/n3493/n3763/n4168/428039.html 
維基百科：《親愛的土地》（2013.08.29 查詢）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8%8F%B2%E5%BE%8B%E8%B3%93%E5%9C
%8B%E6%AD%8C。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3.11.22 查詢) 

http://www.edu.tw/news/detail.aspx?Node=1089&Page=17518&Index=1&wid=6635

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 

中華百科全書－《西文簿記法》。（2015.03.03 查詢）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1457 

新華網〈馬來西亞檳城人口達 160 萬 華人佔 40.9%排第二〉。（2015.03.04 查詢）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1-06/13/c_121

527499.htm 

台灣光華雜誌〈全球華語熱潮——台灣整隊出擊〉。（2014.03.08 查詢）

https://tw.news.yahoo.com/%E5%85%A8%E7%90%83%E8%8F%AF%E8%AA%9E

%E7%86%B1%E6%BD%AE-%E5%8F%B0%E7%81%A3%E6%95%B4%E9%9A

%8A%E5%87%BA%E6%93%8A-051358696.html 

Country Meters 世界人口時鐘。（2017.03.19 查詢） 

http://countrymeters.info/ct/Philippines 

維基百科：他加錄語（2017.03.27 查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96%E5%8A%A0%E7%A5%BF%E8%AA

%9E 

維基百科－馬尼拉大都會（2017.04.01 查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B0%BC%E6%8B%89%E5%A4%

A7%E9%83%BD%E6%9C%83 

 

 

 



 

227 
 

附錄一 
〈菲律賓咱人話語彙集〉 

分類總索引目錄 

本調標在音節的右上方、變調標在音節的左下方，採寬式記音法，如「落

雨」lo11 h033。詞彙集裡的漢字以台灣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辭典》為主。 

 

一、天文地理                  

(一) 天文                  

    (二) 自然地理              

    (三) 地名  

菲律賓各地地名 

二、時間節令                  

三、方位                      

四、日常用品   

(一) 一般用品              

    (二) 家庭用品              

    (三) 廚房用品                

五、農工用品                  

六、糧食蔬菜   

(一) 莊稼作物             

    (二) 蔬菜               

七、水果                      

八、飲食                      

(一) 一般食品              

    (二) 調味佐料              

    (三) 酒類                  

    (四) 當地小吃              

    (五) 味覺口感的形容 

九、礦物及其他自然物          

十、動物                      

(一) 獸類                  

    附、十二生肖唸法          

    (二) 禽類                  

    (三) 爬蟲類                

    (四) 昆蟲類                

    (五) 魚蝦海獸 

十一、花草樹木                

十二、衣裝被服鞋              

十三、建築物                  

十四、姓氏                

十五、親屬稱謂                    

十六、婚喪                

十七、人體部位           

十八、交際應酬                 

十九、各色人稱、活動          

二十、交通科技                

二十一、商業活動             

二十二、疾病                  

二十三、風俗、宗教活動                      

二十四、文化娛樂                

教育類 

二十五、壞人壞事                        

罵人語                

二十六、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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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動詞                  

(一) 與煮東西有關的動作     

(二) 與眼有關 

(三) 與口有關              

(四) 和腳有關               

(五) 家務事             

(六) 用刀              

(七) 用棍子或其他工具       

(八) 和手有關的一般動詞                 

(九) 手指動作                 

(十) 身體動作                  

(十一)  其他   

   (十二) 心理活動           

(十三) 社會關係方面 

二十八、數量詞                

(一) 數詞              

(二) 量詞              

長度、重量 

二十九、形容詞        

(一) 一般物態性狀形容詞     

   (二) 關於人的形容詞         

   (三) 顏色詞                 

   (四) 形容詞後綴重疊 ABB 式 

   (五) 形容詞後綴重疊 AAA 式 

三十、副詞                             

(一) 表示然否              

    (二) 表示程度              

    (三) 動詞前綴重疊 AAB 式             

三十一、虛詞                         

    (一) 連接詞             

    (二) 助詞           

三十二、代詞                      

    (一) 人稱代詞           

    (二) 指示代詞           

    (三) 疑問代詞 

三十三、象聲詞        

三十四、俗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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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文地理     

(一) 天文                  

【天】tĩ33 天空。  

【光】ke33 光亮。  

【風】huaq33 風。  

【雨】h033 雨。  

【星】tsĩ33 星星。  

【爍爁】si55 nã51 閃電。  

【小雨】sio13 h033 綿綿細雨。  

【落雨】 lo11 h033 下雨。  

【沃雨】ak1 h033 淋雨。  

【風雨】huaq33 h033 風雨。  

【風颱】hua33 t  33 颱風。  

【堅凍】kian33 taq51 凝固。  

【洘旱】k013 uã 33 旱災。  

【氣象】khi55 si051 氣象。 

 

(二) 自然地理   

【地動】tue55 taq51 地震。 

【流水】 lau11 tsui55 流水。  

【山洞】suã55 t0q51 山洞。  

【塗】t013 泥土。 

【森林】sim33 lim13 森林。  

【起大風】k i13 tua11 hua33 颳大

風。  

【島嶼】t013 s33 島嶼。  

【自然】ts11 lian13 自然。 

【道路】to33 l051 道路。 

【山路】suã 33 l051 山路。 

【北部】pak5 p033 一領土之北方地

域。 

【十字街】sip1 li11 kue33 十字路口。  

【kan to 角】街角，kan-to 為菲語。  

 

(三) 地名 

【美國】bi13 k0k5 國名。  

【北美】pak5 bi55 北美洲。  

【西班牙】se11 pan11 ga13 國名。  

【丹麥】tan33 biak1 國名。  

【台灣】tai11 uan13 國名。  

【台北】tai11 pak5 台灣城市名。  

【桃園】to11 he13 台灣城市名。  

【澎湖】p ĩ11 013 台灣外島名。  

【蘭嶼】 lan11 s33 台灣外島名 。  

【中國】ti033  05 國名。  

【大陸】tai33 li0k35 專指中國大陸的

別稱。  

【閩南】ban11 lam13 中國閩南地區。  

【泉州】tsuan11 tsiu55 中國城市名。  

【惠安】hui11 uã33 中國泉州地區的城

鎮名。  

【漳州】tsia33 tsiu33 漳州。  

【廈門】e11 me13 中國福建省城市。  

【鼓浪嶼】k013 l011 s13 中國廈門

外海的島嶼。  

【汕頭】suã55 tau13 中國城市名。 

【北京】pak5 kiã33 中國首都。  

【上海】si011 hai55 中國城市名。  

【山東】suã33 taq33 中國城市名。  

【廣東】ke13 ta33 中國城市名。 

【蘇州】s033 tsiu33 中國城市名。  

【陽澄湖】 i011 ti11 013 中國著名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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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香港】hi033 ka55 中國行政特區。  

【殖民地】sit1 bin11 tue51 殖民地。  

【咱人名】 lan55 la 33 miã13 指當地

華人的中文名。  

 

菲律賓各地地名 

【菲律賓】hui33 lit1 pin33 國名。  

【番地】huan33 tue51 華僑早期指稱菲

律賓的名稱。  

【山頂】suã33 ti55 指在呂宋島內的

外省之人。  

【內山】lai11 suã33 指呂宋島東半部

的省份。  

【州府】tsiu33 hu55 指非呂宋島的人

民，多半指稱來自菲律賓中、南

部地區。  

【小呂宋】sio13 li11 s051 指稱早期的

新加坡。  

【中山街】tio33 san33 kue33 

Benavidez St，位於中國城文經總

會前面那條路。  

【王彬街】o11 pin33 kue33 重要的

菲律賓華人，中國城裡最繁華的

一條路。  

【Davao】納卯，菲律賓南部岷答那

峨島最大的城市。  

【Visaya】未獅耶群島，位於菲律賓

中部。  

【Manila】馬尼拉，菲律賓首都。  

【Quezon】奎松(計順)市，菲律賓

呂宋島第一大城，是馬尼拉大都

會區之一的城市。  

【Iloilo】怡朗市，位於菲律賓中

部。  

【Cebu】宿霧，菲律賓中部城市，

是菲律賓第二大城。  

【Rizal Avenue】梨剎大道，以菲律

賓國父之名命名為馬尼拉主要道

路之一。  

【Dagupan】中文名翻譯為拉牛板，

呂宋島中部一地名。  

【Angeles】中文名翻譯為紅溪禮示，

呂宋島中部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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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節令                  

【正月】tsiã55 ge35。  

【二月】 li11 ge35。  

【三月】sã33 ge35。  

【四月】si55 ge35。 

【五月】g011 ge35。  

【六月】 lak11 ge35。 

【七月】ts it3 ge55。 

【八月】pue3 ge55。  

【九月】kau33 ge55。  

【十月】tsap1 ge35。 

【十一月】tsap1 it5 ge35。 

【十二月】tsap1 li11 ge35。  

【初一十五】tsue33 it5 tsap1 g033。 

【拜二】pai55 li51 禮拜二。  

【點偌鐘】tiam13 gua33 tsi33 一個多

小時。  

【九點】kau13 tiam55 九點。  

【頂擺】tiq13 mãi55 之前、以前。  

【以前】 i13 tsuĩ13 以前。  

【往幫】 i13 pa33 過往、之前。  

【天拆箬】t ĩ33 tia 5 ha 35 天將亮

之時。  

【透早】thau55 tsa55 大清早。 

【日晝】 lit1 tau51 中午。  

【中晝】ti055 tau51 中午。 

【今仔】kin11 nã33 今天。  

【今仔暗】kin33 nã55 am51 今天晚

上。  

【昨日】tsa11 lit5 昨天。  

【暗暝】am55 mĩ13 晚上。  

【永遠】 iq33 uan55 永遠。  

【即陣】tsit13 tsun51 這時候，現在。 

【隨時】sui11 si13 隨時、任何時間都

可以。  

【連鞭】 liam11 mĩ33 馬上。  

【拄陣時】tu33 tsun55 si13 有時候，偶

而。  

【三十年】sã33 tsap5 nĩ13 三十年。  

【元宵】guan11 siau33 元宵。  

【冬節】taq33 tsue35 冬至。 

【咱人年兜】 lan13 laq13 nĩ33 tau33 農

曆新年。  

【過年】ke55 nĩ13 過年。 

【時代】si33 tai51 時代。 

【當當時】te33 ta33 si13 意指在過往

的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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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位                      

【東】taq33 東。 

【東爿】taq33 puĩ11 東邊。  

【對面】tui55 bin51 對面。  

【倒來】t011 lai11 回來。  

【倒去】t011 ki11 回去。  

【倒退】to55 te51 倒退。  

【正爿】tsiã55 puĩ13 右邊。  

【倒爿】to55 put13 左邊。 

【倒吊】to55 tiau51 相反。  

【爿倒頭】puĩ33 to55 tau13 轉另一個

方向。  

【落去】 lo11 ki51 下去。  

【落來】 lo13 lai11 下來。  

【隔壁】ke 5 pia5 隔壁。  

【後壁】au11 pia51 後面。  

【過來】ke51 lai11 過來。  

【橫】huĩ13 橫。  

【所在】s013 tsai33 地點、地方。 

【頂面】ti13 bin51 上面。 

 

 

 

 

 

 

 

 

 

 

四、日常用品                  

(一) 一般用品              

【召鏡】tiau55 kiã51 望遠鏡。  

【鉤仔】kau33 a33 鉤子。 

【鏡】kiã51 鏡子。  

【放大】h0q55 tua51 放大鏡。 

【水轉頭】tsui13 tsuan11 tau13 水龍

頭。  

【草管】tsau13 k0q55 吸管。  

【橡奶擦】ts iu33 nĩ33 tsat3 橡皮擦。 

【鉛筆拭】 iam11 pit5 tsit5 橡皮擦。  

【拭拭】ts it1 ts it3 橡皮擦。  

【雪文】sat1 bun13 肥皂。  

【算盤】se55 puP13 算盤。  

【bahay】（菲）舶來品之意。  

【印仔】 in55 nã55 印章。  

【及燒】kip13 sio33 煎中藥的用具。  

【綿仔紙】mĩ11 a33 tsua55 綿絲薄薄的

紙。  

【針線】tsam33 suã51 針線。  

【魚池】hi11 ti13 魚池。  

【糊】k013 膠水。  

【拐仔】kuai33 a33 拐杖。  

【秤錘】ts in55 tui13 秤砣。 

【包裹】pau33 ko55 包裹。 

【糞圾】pun55 so51 廢物。  

【鵝毛筆】gia11 me11 pit5 鵝毛筆。  

【無線電】bo11 suã55 tian51 收音機。 

【電塗】tian11 t013 電池。  

【報紙】po55 tsua55。 

【批】phue33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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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扣】tsua55 k0k5 紙袋，又稱為

「tsua55 l013」紙籠。  

【連櫃】 lian11 kui11 長桌。  

【bu-ti 矸】bu-ti kan33 瓶子，bu-ti

為菲語。  

【雨傘】h055 suã51 雨傘。 

【目鏡】bak1 kiã51 眼鏡。  

【器具】khi55 khu51 器具。 

【算盤】se55 puã13 算盤。 

【電話】tian33 ue51 電話。 

【相片】si033 phĩ51 相片。 

 

(二) 家庭用品     

【錶仔】pio33 a55 手錶。  

【飯桌】pe11 to5 餐桌。  

【物件】me11 kiã33 東西。  

【桌頂】to5 tiq55 桌上。  

【奶喙】 lin33 tsui51 奶嘴。  

【跤剪】ka33 tsian55 剪刀。  

【舊衫】ku11 sã33 舊的衣服。  

【雨鞋】h011 ue13 雨鞋。  

【椅仔】 i33  a55 椅子。  

【屜櫃】tua11 kui51 抽屜。  

【蓆】ts io 3 草蓆。  

【椅跤】 i13 ka33 椅子下面。  

【椅條】i13 liau13 木製的狹長形板凳。  

【䖙椅】te33 i 55 躺椅。  

【椅頭】 i13 tau13 小椅子。  

【桌角】to 5 kak5 桌角。 

【草窒】tso13 tat5 軟木做成的瓶塞，

通常用在酒瓶上。  

【狗膦轉】kau13 lan13 tsuan33 用在開

酒瓶的開瓶器。  

【更鐘】kĩ33 tsi33 鬧鐘，又稱為 

「nãu11 tsi33」鬧鐘。  

【貼紙】ta 5 tsua55 貼紙。  

【掃帚】sau55 tsiu55 掃帚。  

【洗衫機】sue13 sã33 ki33 洗衣機。  

【畚箕】pun55 ki33 畚箕。  

【火擦】he13 tsat5 火柴。  

【戛火機】k iat5 he13 ki33 打火機。  

【窗仔廉】t  33  55   13 窗簾。  

【蠟燭】 la11 tsiak35 蠟燭。  

【削匙】siau55 si13 挖耳朵的工具。 

【扒巴脊个】pe13 pa33 tsia5 e11 抓後

背工具的，又稱不求人。  

 

(三) 廚房用品 

【箸】ti51 筷子。  

【菜刀】tsai55 to33 菜刀。 

【霜廚】se33 tu13 冰箱。  

【甕】aq51 一種口小腹大，可用來裝

東西的陶製容器。 

【鍋仔】e33 a51 又唸為「e33 a33」鍋子。 

【碟仔】ti11 a55 小碟子。  

【飯匙】pe11  13 飯匙。  

【罐頭刀】kuan55 tau11 to33 開罐

器。  

【茶盤】te11 puã13 茶盤。 

【籠床】 laq11 se13 蒸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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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工用品                 

【鋤頭】ti11 tau13 用來鋤草鬆土的農

具。   

【耙】pe13 一種用來整平地面的農

具。  

【挖空】055 kaq33 挖洞。  

【鋸仔】ki55 a55 鋸子。  

【鉤仔】kau55 a55 鉤子。  

【三合板】sam33 hap1 ban55 建材之

一。    

【釘仔】tan33 nã55 釘子。  

【鐵釘仔】t 51   13 ã51 鐵釘。  

【柴】tsa13 木頭。  

【斧頭】p013 tau13 斧頭。  

【鉗仔】k ĩ11 a55 鉗子。  

【油漆】 iu11 tsat5 油漆。 

【巴塗】pa33 t013 水泥。  

【厝瓦】tsu55 hua33 屋瓦。  

 

 

 

 

 

 

 

 

 

 

 

 

 

六、糧食蔬菜                 

(一) 莊稼作物    

【撥稻】p055 tiu33 插秧。  

【白米】pe1 bi55 白米。 

【碎米】tsui55 bi 55 小碎米。  

【俗米】si01 bi55 便宜的米。  

【黍仔】sue11 a33 玉米。  

【麥】be 35 麥子。  

【番薯】han11 ts13 地瓜。  

【巴薯】pa33 tsi13，馬鈴薯、（菲）

patatas。  

【蒜頭】se55 t  13 一整個的蒜頭，

（菲）bawa。  

【蒜剝】se55 pak1 剝完之後，單瓣的

蒜頭。  

【金瓜】kim55 kue33 南瓜， 

（英）pamkin、（菲）kalabasa。  

【辣椒】（英）chili、（菲）sili。  

【蔥頭】tsa11 tau13 蔥頭，是本地

的土產，（英）shallots、 

（菲）sibuyas-tagalog。  

【紅蔥頭】a11 tsa33tau13 紅色蔥

頭，（英）red-onion、  

（菲）sibuyas-bombay（孟買）。  

【粟】ts iak5 稻米。  

【薑】kiũ33，（菲） luya。  

【花生】（菲）mani。  

【大麥】tua11 be 35 玉米， 

（菲）ma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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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蔬菜   

【高麗菜】ko33 le33 tsai51 蔬菜，（菲）

ripolio。  

【芫荽】 ian11 sui33 香菜。  

【豆菜】tau33 tshai51 豆芽菜。 

【蘆筍】 l011 sun55 蘆筍，  

（英）asparacus。  

【波菜】（英）、（菲）spinach。  

【香菇】（英）、（菲）mushroom。  

【 lettuce 菜】 le33 tsu33 tsai51 萵苣。

（英） lettuce。 

【茄子】（菲）tal0。  

【紅菜】a33 tsai51 茄子。  

【青花】（英）Broccoli 綠花椰菜。  

【蕹菜】 i55 tsai51 空心菜，  

（菲）ka k0。  

【筍】sun55 筍子。  

【跤白筍】ka33 pe 1 sun55 筊白筍。  

【劍筍】kiam55 sun55 筍子的一種。  

【芹菜】k  33      51 芹菜。  

【木耳】b0k1 nĩ55 木耳。  

【菜瓜】tsai55 kue33 絲瓜。  

【菜花】tsai55 hue33 白色花椰菜。  

【芥藍菜】ke55 nã33 tsai51 芥藍菜，

（英）Chinese Broccoli。  

【青江菜】ts i33 ka33 tsai51 青江

菜。  

【菜心】tsai55 sim33 菜心。  

【刈菜】kua55 tsai51 長年菜。  

【紫菜】tsi13 tsai51 紫菜。  

【敏豆】bin33 tau51 四季豆。 

七、水果                      

【弓蕉】kiq33 tsio33 香蕉，有時也稱

「kin33 tsio33」，（菲）saging。  

【草莓】（英）、（菲）strawberry。  

【橙】siam13 柳橙，（英）oranges。  

【蘋果】p ia11 k055 蘋果， 

（菲）mansanas。  

【火龍果】he13 li011 ke55 火龍果。  

【西瓜】se33 kue33 西瓜， 

（菲）pakuan。  

【林菝】nã13 but35 芭樂， 

（菲）bayabas。  

【王梨】011 lai13 鳳梨，當地也稱波

羅，（西）piña、（菲）pinia。  

【檨仔】suan11 nã33 芒果，  

（菲）maga。  

【波羅蜜】（菲） la33ka 5。  

【榴槤】 liu11 lian13 榴槤，  

（菲）dulian。  

【葡萄】p 11  13 葡萄，  

（菲）guabas。  

【木瓜】（英）、（菲）papaya。  

【檸檬】（英） lemen。  

【桔子】（菲）kalamansi 金桔。  

【風鼓頁】hua33 k013 ia 5 楊桃，也

稱「iũ11 to13」，（菲）balimbing。 

【釋迦】siak5 ka55，（菲）atis。  

【番茄】（菲）kamatis。  

【桃】to13 桃子。 

【蓮霧】 liam11 bu33 蓮霧。  

【柑仔】kam33 a55 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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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ke33 tsi55 水果。  

【蓮藕】 lian11 giə55 蓮藕。  

【龍研】 li11 uĩ55 龍眼。  

【蓮芝】 lian11 tsi33 荔枝。  

【石榴】sia11 liu13 瓜果植物，果實熟

時會自行裂開，種子多漿，可食。  

 

 

 

 

 

 

 

 

 

 

 

 

 

 

 

 

 

 

 

 

 

 

 

 

八、飲食                      

(一) 一般食品              

【糜】mãi33 也唸「be13」，稀飯。  

【包仔】pau33 a55 包子。 

【麵頭】bin11 tau13 麵包。 

【麵粉】mĩ11 hun55 麵粉。  

【麵龜】mĩ11 ku33 一種用麵粉作成的

食品。外皮染紅，且做成像龜的形

狀，一般多用來祝壽。 

【麵線】mĩ33 suã51 麵線。  

【滷麵】 l013 mĩ51 滷麵。  

【炒麵】tsha13 mĩ51 炒麵。  

【肉】mãk5 肉品，又唸為 mã5。  

【肉粽】mãk5 tsaq51 肉粽。  

【肥肉】pui11 mãk5 肥肉。  

【貢圓】k055 ĩ13 貢丸。  

【肉丸】mã 5 uan13 肉圓。  

【梅仔】muĩ13 梅子。  

【豆沙包】tau11 sa33 pau33 豆沙包。 

【果子汁】ke35  tsi55  tsap5 果汁。  

【殼】kak3 物體的堅硬外皮。 

【牛奶】gu11 lin33 牛奶。  

【生食】ts ĩ33 tsia3 吃未煮熟的食

物。  

【燒包】sio33 pau33 燒包。 

【狀元圓】tsi011 guan11 ĩ13 元宵節時

吃的湯圓。  

【冬節圓】ta33 tsue5 ĩ 13 冬至吃的

湯圓，冬至是二十四節氣之一。  

【煙腸】 ian33 ts iaq13 香腸。  

【芋】011 a55 芋頭，或唸「051」。 

 



 

237 
 

【芋稿】011 kə55 芋頭梗。  

【芋鹹】011 kiam13 豆腐乳。  

【蚵】o13 牡蠣、蠔。 

【蚵炱】o11 te33 一種油炸的地方小吃，

將鮮蠔摻上豆芽菜、韮菜，拌以麵

粉漿，下鍋炸成圓扁形，吃的時候

沾上醬料，酥脆可口。 

【老雞母】 lau33 kue33 bu55 老母雞，

可供墩湯的食物。  

【梅仔乾】|11 a33 kuã33 用梅子風乾

製成的食物。  

【酸梅】se33 muĩ13 酸梅。  

【瓜子】kue33 tsi55 用西瓜、南瓜或葵

花子做的零嘴。  

【糕】kə33 用糯米或穀類等磨粉加糖，

再用糕模印成所要的樣子，將它蒸

熟成糕。 

【糕餅】kə33 piã55 糕餅  

【雞卵糕】kue33 ne11 kə33 雞蛋糕。  

【菜稿】tsai51 kə55 菜梗。  

【牛屎螺】gu11 sia33 le13 燒酒螺。  

【鳳螺】h011 le13 鳳螺。  

【沙蜊】sua33 la13 蜆。  

【塗豆】t033 tau51 花生。 

【鹹梅】kiam11 muĩ13 蜜餞。  

【橄欖䂽】kã11 nã13 siũ13 指醃漬去籽

後的橄欖肉，皆可用在蜜餞類上，

如：「鹹梅䂽kiam11 muĩ11 siũ13」。  

【辣糖】hua33 te13 喉糖。  

【五穀】g033 k0k5 泛指各種主要的穀

物。以稻、小米、高梁、大麥、豆

類為五穀。 

【潤餅颮】lun33 piã13 kau 5 潤餅、春

捲。  

【雞卵仁】kue33 ne11 lin13 蛋黃。  

【雞卵清】kue33 ne11 tsi33 蛋白。  

【雞腿】kue33 tui55 雞腿。  

【鹹卵】kiam11 ne33 鹹蛋。  

【湯】te33 湯。 

【饅頭】mãn51 t013 饅頭（以華語的

說法唸成咱人話）。  

【粿】ke55 糕的總稱，指用糯米或粳

米等做成的食品。 

【菜頭粿】tsai55 tau13 ke55 蘿蔔

糕。  

【芋粿】011 ke55 以米漿和芋頭為主要

材料，蒸熟後食用。  

【鹹粿】kiam11 ke55 指鹹味道的粿的

總稱。  

【酵母】kã55 bu55 酵母。  

【梅仔酒】muĩ11 a33 tsiu55 梅子酒。  

【麻糍】muã11 tsi13 麻糬。  

【芝麻】tsi33 muã13 芝麻。  

【茶米】te11 bi55 茶葉。  

【霜塊】se33 te51 冰塊。  

【油炸鬼】 iu11 tsa 1 kui55 油條。  

【骨頭】kut5 tau13 骨頭。 

【素食】s055 sit35 素食。  

【粕糖】p0 55 te13 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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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藥品 

【靈芝】 li11 tsi33 靈芝。  

【洋蔘】 iũ33 sWm55 人蔘。  

【蝦蟆】ha33 mã33 中藥名。  

【藥仔】 i0 1 a55 藥物。  

【中藥】ti033 i0 35 中藥。  

【西藥】se33 i0 35 西藥。  

 

(三) 調味佐料              

【五香】 D13 hi033 香料之一。  

【蔥】tsa33 蔥。  

【茄汁】ke33 tsap5 番茄醬。  

【糖霜】te33 se33 冰糖。 

 

(四) 當地小吃             

【banana Q】油炸香蕉，像串燒一

樣串起來的點心，是著名的菲律

賓當地小吃之一。  

【鴨仔胎】a 5 a33 te33 還未孵化的鴨

蛋，但已能看見雛型的小鴨，是一

種可以吃的食物。  

【gulaman】夏季涼飲，味道似台灣

的仙草蜜。  

 

(五) 味覺口感的形容 

【辣】 luaw35 指味覺上的辣。  

【辣】huaq33 辣涼之意。  

【好食】ho13 tsia35 好吃。  

【鬆】saq33 散散的、不黏密的感覺。 

【燒】sio33 燙嘴之意。  

【酥】s033 食物鬆脆可口。  

【酸】se33 像醋或是梅子一樣的味

道。  

【歹】phai55 指食物壞掉。  

【刺】ts i51 魚刺。  

【洘】ko55 形容（稀飯）裡的水過少，

液體濃稠。 

【漖】ka51 形容（稀飯）裡的水過多，

液體過稀。  

【咬喙】ka33 tsui51 形容去除芋頭梗

的外皮沒有確實，料理後吃起來舌

頭會感到不舒服的刺麻感。   

【藃】hau 35 形容芋頭吃起來偏硬不

鬆軟。  

【爛】nuã51 食物烹煮至熟軟，入口

即化。  

【食厭】tsia 1 ia51 吃太多而有的倒胃

之感。  

【食胃】tsia 1 ui51 吃得很膩。  

【酸酸】se33 se33 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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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礦物及其他自然物          

【金仔】kim33 a55 金子。  

【銅个】taq13‧nB51 銅的。  

【鐵】ti5 鐵。  

【鐵个】tiw55‧e51 鐵的。  

【石仔】tsio11 a33 石頭。 

【石頭】tsio11 tau13 石頭。 

【鋁】 li55 鋁。  

 

 

 

 

 

 

 

 

 

 

 

 

 

 

 

 

 

 

 

 

 

 

 

十、動物                      

(一) 獸類       

【動物】t011 but35 動物。 

【豹】pa51 豹。  

【鱉】piw1 鱉。  

【獅】sai33 a33 獅子。 

【貓】 iãu11 貓。  

【精牲】tsi33 sĩ33 牲畜。  

 

  附、十二生肖唸法      

【生肖】sĩ55 siũ51 生肖。 

【鼠】ts i55 生肖之一。  

【牛】gu13 生肖之一。  

【虎】h055 生肖之一。  

【兔】t051 生肖之一。 

【龍】 li13 生肖之一。  

【蛇】tsua13 生肖之一。  

【馬】be55 生肖之一。  

【羊】 iũ13 生肖之一。  

【猴】kau13 生肖之一。  

【雞】kue33 生肖之一。  

【狗】kau55 生肖之一。  

【豬】ti33 生肖之一。  

 

(二) 禽類                 

【鴨】a1 鴨子。  

【鴨仔】a 5 a55 鴨子。  

【鴨鵤】a 5   5 公鴨。  

【鴨母】a 5 bu55 母鴨。  

【雞母】kue33 bu55 母雞。  

【雞鵤】kue33    5 公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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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犅】 iũ11 ka55 公羊。  

【羊母】 iũ11 bu55 母羊。  

【豬母】ti33 bu55 母豬。  

【狗仔】kau33 a33 小狗。 

【狗岫】kau11 siu11 狗窩。  

【茈雞母】tsĩ33 kue33 bu55 年幼的小

母雞。  

【雞毛】kue33 me13 雞毛。  

【雀仔】tsiak1 a55 麻雀。  

【尾溜】be13 liu33 尾巴。  

 

(三) 爬蟲類                

【田螺】tsan11 le13 蝸牛。  

【水雞】sui13 kue33 青蛙，又稱「田

蛤仔 tsan11 gap5 ba55」。  

【飯匙銃】pe11  33 ts i51 眼鏡蛇。  

【螿蜍】tsiũ33 ts13 蟾蜍。  

【□□】ts i13 nĩ13 指蟾蜍上有毒的液

體，若沾到會奇癢無比。  

【蟮蟲】sian11 la13 壁虎。  

【米蟲】bi13 ta13 蛀米的蟲。 

【蟲豸】ta11 tua33 由食物或小動物

的地方長出來的蟲。  

【蜈蜞】g011 ki13 水蛭、螞蝗。 

 

(四) 昆蟲類                

【胡蠅】h011 sin13 蒼蠅。  

【螳螂】t011 b013 螳螂，也稱為「草

蛉 tsau13 nĩw5」。  

【田嬰】tsan33 nĩ55 蜻蜓，又稱「suã33 

le33」。  

【火螢】he35 iã13 螢火蟲。  

【蝌蚪】kə33 tiə55 蝌蚪。  

【塗蚓】t011 lun55 蚯蚓。  

【杜猴】t011 kau13 蟋蟀，也可稱「蟀

蟋 siak1 sut5」。  

【牛屎龜】gu11 sai13 ku33 天牛。  

【蠺】tsam13 蠺。  

 

(五) 魚蝦海獸              

【魚】hi13 魚。  

【蟳】tsim13 螃蟹。  

【蟳公】tsim11 ka33 公的螃蟹。  

【蟳母】tsim11 |55 母的螃蟹。  

【沙蝦】sua33 he13 蝦子的一種。  

【毛蟹】me11 hue33 螃蟹的一種，又稱

「戇蟳 g011 tsim13」。  

【門蟹】be11 hue33 大閘蟹。  

【菜蟳】tsai55 tsim13 公蟳。  

【紅蟳】a11 tsim13 母蟳。  

【大閘蟳】tai11 tsa 1 tsim13 大閘蟹。  

【冇蟳】pã55 tsim13 沒有膏脂的蟳。 

【幼母仔】iu55 bu33 a55 成蟳未交配者

稱之。  

【魩仔魚】but1 la55 hi13 多種魚類的

魚苗。  

【魚仔】hi11 a55 剛出生的小魚。  

【蠘】ts i 35 梭子蟹。甲殼類動物。  

【鱺魚】 lue11 hi13 魚類、海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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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花草樹木                

【植物】tit1 but35 植物。  

【發穎】pu5 iũ33 發芽。  

【發芽】huat5 ge13 發芽。  

【樹桿】tsu11 kuã51 樹幹。 

【樹根】tsiu11 kun33 樹的根部。  

【樹仔尾】ts  11 33   55 樹枝。  

【樹枝杈】ts iu55 ki55 tse55 樹木末端

的小樹枝。  

【開花】kui33 hue33 開花。  

【膜】b0 35 動、植物體內的薄皮組

織。  

【牡丹】b013 tan33 牡丹花。  

【椰葉】 ia13 hi0 35 椰子葉。  

【滸苔】h013 ti13 海苔。 

【榕樹】tsi11 tsiu51 榕樹。  

【檜木】kue55 b0k1 檜木。  

【檳榔】pin11 ne13 檳榔。  

 

 

 

 

 

 

 

 

 

 

 

 

十二、衣裝被服鞋              

【白衫】pe11 sã33 白色的衣服。  

【破衫】pua11 sã33 破掉的衣服。  

【皮包】pe33 pau55 皮包。  

【皮鞋】pe11 ue13 皮鞋。  

【面具】bin11 ku51 面具。  

【襪】be35 襪子。  

【厚衫】kau33 sã33 厚的衣服。  

【借衫】tsio5 sã33 借衣服。  

【正皮】tsiã55 pe13 真皮，指鞋的材

料。  

【珠寶】tsu33 po55 珠寶。 

【臭殕味】tsau55 pu13 bi51 霉味。  

【新杉】sin55 sã33 新衣服。  

【新鞋】sin33 ue13 新鞋子。  

【媠衫】sui13 sã33 漂亮的衣服。  

【媠鞋】sui13 ue13 漂亮的鞋子。  

【紅衫】aq11 sã33 紅色的衣服。  

【鞋仔】ue13 鞋子又唸為「ue33 a51」。  

【耳鉤】hi33 kau55 耳環。  

【夾仔】gue 3 a51 夾子。  

【芳水】pa33 tsui55 香水。  

【帽】bo51 帽子。  

【衫櫥】sã33 tu13 衣櫃。 

【鞋拖】ue11 tua33 拖鞋。  

【柴屐】tsa11 kia 35 木屐。  

【通懷】th033 kui13 口袋、袋子。  

【袋仔】te11 a55 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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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建築物                  

【病厝】pĩ33 tsu51 醫院。 

【破厝】phua33 tsu51 破房子。 

【起厝】k i13 tsu51 蓋房子。  

【新厝】sin33 tsu51 新建好的房子。  

【竹仔厝】tiak1 a55 tsu51 用竹子建成

的房子。  

【巴塗厝】pa33 t011 tsu51 以水泥建造

的房子。  

【巴塗路】pa33 t011 l033 以水泥鋪成

的路面。  

【巴塗橋】pa33 t011 kio13 以水泥做

建材而建造的橋。  

【烏煙油路】033 ian33 iu11 l051 柏油

路。  

【車站】ts ia33 tsam51 車站。  

【橋】ki013 橋。  

【徛】k ia33 居住之意。  

【學堂】o11 te13 學校。 

【溝仔】kau33 a55 沒水的小水溝。  

【溝仔糜】kau33 a33 be13 有水的水

溝。  

【港口】ka13 kau55 港口。  

【港跤】ka13 ka33 比港口的規模再

小一些的小港口。  

【村庄】tsun33 tse33 村庄。  

【碼頭】be13 tau13 碼頭。 

【Male 學堂】Ma33le51 o11 te13 指修

女學校，也是女校之意。  

【Bale 學堂】Ba33le55 o11 te13 指神父

學校，也指男校之意。  

【門橂】bin11 tuĩ33 要跨入房屋內的門

檻。  

【厝簷】ts 55   ĩ13 屋簷。  

【蝴蝶】011 tiap5 指門跟牆壁相連的

地方。  

【門落】me13 lo 1 把兩扇門關起來後，

將二門串起來的木頭。  

【浴間】 iak1 ki33 浴室。  

【臭番窟】tshau55 huan33 khut1 貧民

窟。  

【板頂】pan33 ti55 指樓上。  

【板跤】pan33 kha33 指一樓。  

【旅社】 li13 sia33。  

【官頂】kuan33 ti55 官邸，市政府。  

【資料室】ts 33 liau11 siak5 資料

室。  

【刣割房】thai33 kua 5 pa13 開刀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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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姓氏                    

【姓】sĩ55 姓氏。  

【趙】tio33 姓氏。  

【王】013 姓氏。  

【蔡】tsua51 姓氏。  

【鄭】tĩ51 姓氏。  

【陳】tan13，姓氏。  

【莊】tse33 姓氏。  

【方】pə33 姓氏。  

【宓】hok13 姓氏。  

【戴】te51 姓氏。  

【郭】ke 5 姓氏。  

【呂】 li51 姓氏。  

【吳】g013 姓氏。  

【翁】033 姓氏。  

【汪】033 姓氏。  

【媯汭】ui13 lue51 菲律賓華人姚虞

陳胡田五姓聯宗總會。  

【濟陽】tse33 i013 蔡氏堂號，與柯氏

相同。  

 

 

 

 

 

 

 

 

 

 

 

十五、親屬稱謂                

【祖先】ts013 sian33 祖先。  

【俺公】an13 k013 阿公。  

【父】pe33 父親。  

【牽手】kan33 tsiu55 妻子。  

【配偶】pue33 kiə55 配偶。  

【阿伯】a13 pe 5 父之兄。  

【阿姑】a13 k033 父之姐。  

【阿叔】a13 tsiak5 父之弟。  

【阿嬸】a11 tsim13 叔之妻。  

【四叔公】si55 tsiak1 k033 父親的四

叔父。  

【丈人】tiũ11 la13 妻子的父親。  

【大官】tã33 kuã33 先生的父親，稱為

公公。  

【阿舅】a13 ku33 母之兄弟。  

【阿妗】a13 kim33 舅舅的妻子。  

【阿丈】a13 tiũ33 阿姨或姑姑的丈夫。 

【姪仔】tit1 la55 稱兄弟或同輩男性親

友的兒子。 

【小妹】sio13 be51 妹妹。  

【姨仔】 i11 a55 稱呼妻子的姊妹。  

【阿姨仔】a33 i33 a51 阿姨，母親的姊

妹或尊稱與母親同輩份的女性。 

【同姒仔】ta11 sai55 a55 妯娌。  

【新婦】sin33 pu33 媳婦。 

【孫】sun33 長孫。  

【子孫】ts13 sun33 子孫。  

【煞尾囝】sua 5 be13  kã33 最小的小

孩，也可稱「尾仔 be33  a55」。  

【煞尾孫】sua 5 be13 sun33 最小的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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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又稱為「煞軟孫 sua 5 nuĩ13 

sun33」。  

【頂上叔】ti13 si033   05 指同姓

氏但無血緣關係，比自己的父親

還小的男性可稱之。  

【頂上伯】ti13 si033 pe 5 指同姓氏

但無血緣關係，比自己的父親還

年長的男性可稱之。  

【公 Bale】k055 Ba33le51 乾爹。  

【公 Male】k055 Ma33le51 乾媽。  

【俺堂】an13 t013 指互相稱呼同姓氏

的人。  

 

 

 

 

 

 

 

 

 

 

 

 

 

 

 

 

 

 

 

十六、婚喪 

【無去】bo13‧ki51 東西不見了，

或指人過世。  

【往生】013 se33 過世。  

【驚死】kiã33‧si11 嚇死。  

【新山】sin33 suã33 墳墓。  

【過身】ke55 sin33 過世。  

【死】si55 過世。  

【過眠】ke55 bin51 過世。  

【默哀】biak1 ai33 默哀。  

【脫胎】tut3 te33 墮胎。  

【義山】gi11 san33 華人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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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人體部位                

【頭腦】tau11 lə55 頭腦。  

【頭毛】tau11 me13 頭髮。  

【目睭】bak1 tsiu55 眼睛。  

【烏仁】033 lin13 黑眼珠。  

【白仁】pe 11 lin13 眼白。  

【重巡】ti11 sun13 雙眼皮。  

【目空箍】bak5 ka13 k033 眼眶。 

【鼻】p i51 鼻子。  

【喙鬚】tsui51 tsiu55 鬍鬚。  

【顴骨】kuan33 kut5 顴骨。  

【後齻】au33 tsan33 智齒。  

【狗齒】kau13 k i55 門牙。  

【舌仔】tsi11 a55 舌頭。  

【Adam Apple】以亞當偷吃蘋果的故

事來稱呼喉結。  

【雙下頦】sa33 e11 hai13 雙下巴。  

【戽垂】h011 se13 雙下巴。  

【耳仔】hi11 a55 耳朵。  

【下斗】e11 tau55 下巴。 

【面色】bin11 siak5 臉色。  

【頷頸】am11 kun55 脖子。  

【頷頸】am33 kui55 脖子。  

【肩頭】kuĩ11 tau13 肩膀。  

【痣】ki51 皮膚上突起的小斑點。  

【奶房下】 lin11 p033 e33 乳房。  

【胳下空】k0 5 e11 la55 腋下。  

【巴脊】pa33 tsiaw5 背部、背脊。  

【飯匙骨】pe11  33 kut5 肩胛骨。  

【尾椎】be13 tsui33 尾椎。  

【尾巴頭】be55 pa55 thau13 臀部。  

【肺】hui51 肺。  

【腸仔】te11 a55 腸子。  

【尻川】ka33 tse55 屁股。 

【跤頭趺】ka33 tau11 hu33 膝蓋。  

【毛管空】me11 ke13 ka33 毛細孔。  

【苦毛】k013 me13 汗毛。  

【酒窟】tsiu13 kut5 酒窩。  

【大捗母】tua11 p033 bu55 大拇指，或

稱為「大拇指 tua11 bu13 tsuĩ55」、「指

頭母 tse13 tau11 bu55」。  

【指指】ki13 tsuĩ55 食指。  

【中指】ti033 tsuĩ55 中指。  

【無名指】bo11 bi11 tsuĩ55 無名指。 

【尾指】be13 tsuĩ55 小拇指。  

【指甲】tsuĩ55 ka 51 指甲。  

【入茸】 lip1 li013 指甲內的肉。  

【□□頭】pe13 pua55 tau13 臀部。 

【後肚】au11 t055 小腿肚。  

【倒跤】t055 ka33 左腳。 

【正跤】tsiã55 ka33 右腳。  

【跤目】ka33 bak1 腳踝凸起的地方，

踝骨。  

【跤盤】ka33 puã13 腳底。  

【□□】kau13 so13 指女性陰部。 

【膦鳥】 lan11 tsiau55 指男性生殖器，

又稱「中根 ti033 kun33」。  

【喙䫌】tsui55 pue55 臉頰。  

【太陽邊】tai55 i011 pian33 太陽

穴。  

【喙瀾】tsui55 nuã13 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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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交際應酬                

【無去】bo11 ki51 沒有去。  

【事志】tai33 tsi51 事情。  

【冗冗】li0q11 liq33 多一些、有餘裕的

（錢）。  

【講話】k0q13 ue51 講話。 

【客氣】kew5 k i55 客氣。  

【還錢】huan11 tsĩ13 還錢。  

【情勢】tsiq11 se51 情勢。  

【住址】tsu11 tsi55 地址。  

【機會】ki33 hue51 機會。  

【報恩】po51 un33 報恩。  

【砰著壁】pia11 tio11 pia 5 比喻貼到

鐵板、吃軟釘子之意。  

【□】iãu55 動詞，吵架、爭執之意。  

【鬥喙】tak13 tsui51 吵架之意。  

【鬥陣】tau55 tin51 在一起。 

【解釋】kai13 siak5 解釋。  

【開幕】kui33 b051 開幕。  

【啉酒】 lim33 tsiu55 喝酒。  

【回批】he33 pue33 回信。  

【證據】tsi55 ki51 證據。  

【溝通】kio55 t033 溝通。  

【采頭】tsai13 tau13 好預兆。 

【片單】p ian55 tuã33 名片。 

【加入】ka33 liak35 加入。  

【摘涼】tia11lia13 說話談天，輕鬆

之意。  

【開頭梢】khui33 thau13 sau33 有聲望

之人說的話。  

【私下】s33 ha33 私底下。  

【討論】tho13 lun51 討論。 

【讓】niũ51 理讓。  

【計較】ke55 kau51 計較。 

【針對】tsiam33 tui51 針對特定某人事

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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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各色人稱、活動          

【老人】 lau11 laq13 老人。  

【老歲仔】 lau11 he55 a55 老人。  

【囡仔】kin11 nã33 小孩子。  

【囡仔王】gin33 nã33 013 孩子王，又

稱「囡仔頭 gin33 nã33thau13」。  

【□嬈生狂】 lui11hiau13 tshĩ33 k013

表示小孩子亂跑。  

【細漢】sue55 han51 小時候。  

【大漢】tua33 han51 長大成人之意。 

【教冊】ka33 tsew5 教書。  

【校長】hau11 tiũ55 校長。  

【教授】kau55 siu11 教授。  

【學生】hak1 se33 學生。  

【軍隊】kun33 tui51 軍隊。  

【乞食】k it5 tsiaw35 乞丐。  

【工人】ka33 la13 工人。  

【開會】kui33 hue51 開會。  

【雙生仔】saq11 sĩ11 a11 雙胞胎。  

【少年】siau55 lian13 年輕時。  

【山猴】suã33 kau13 稱呼住在鄉下或

較偏僻地區的人。  

【田倯】tsan11 s013 來自鄉下的人，

衍伸指不了解外界的事務。  

【做田人】tso55 tsan11 la13 農夫。  

【討魚人】to13 hi11 la13 漁夫。  

【車頭】ts ia33 tau13 司機。 

【分批仔】pun33 pue33 a55 郵差。 

【媒人婆】h|11 la11 po13 媒婆。 

【朋友】pi11 iu55 朋友。  

【外省人】gua11 si13 la13 在這指不

會說閩南語的人。  

【華僑】hua11 kiau13 具有中國籍在世

界各國的華人。  

【政治】tsi55 ti51 政治。 

【甲必丹】ka33 pit1 tan55（英）kapitan。

早期華人首領，現指為相當於台灣

村里長的公職。  

【秘書長】pi55 s11 tiũ55 秘書長。  

【執政】tsip5 tsi51 指某一政黨擁有

管理國家政策的執政權。  

【僑務組】kiau11 bu33 ts033 台灣在菲

律濱的僑民機構。  

【大使】tai11 sai11 指台灣駐菲律賓

大使。  

【市長】tshi11 tiũ55 市長。 

【董事】taq13 s51 董事。  

【代表】tai55 piau55 由機關、團體選

舉出來或受委託、指派以代替眾人

辦事或表達意見的人。 

【議員】gi11 guan13代議政治的國家，

由人民選出代表行使政權的人。 

【主任】tsu13 lim51 主任。  

【司儀】s 33 i13 會場中擔任儀式程

序的主持人。  

【黨務】t033 bu51 政黨裡的事務。  

【趁食】tan11 tsia 35 以合法的行為

賺錢。  

【塗發】t013 pu51 指運氣極好而突然

發達的人，像是上天特別眷顧般，

可稱為「天公仔囝」，是個正向的用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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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女】tsai33 siak1 lu55 處女。  

【番客】huan33 k   5 指稱早期來到

菲律賓的華人。  

【番婆】huan33 po13 早期華人指稱菲

律賓女性。 

【呂宋客】 lu55 s011 ke 5 指稱早期

往返菲律賓（呂宋）的華人。  

【英雄】 i33 hi013 英雄。  

【元老】guan11 nD55 元老。  

【和尚】he55 siũ51 和尚。  

【菜姑】tsai55 k033 尼姑。  

【山水】san55 sui51 鱉，也可稱較高

級的妓女。  

【公婆】k055 p013 指較一般的妓

女。  

【奧公】au55 k051 指爛的妓女。  

【跋筊】pua11 kiau55 賭博。  

【頭家】t  11  33 老闆。 

【莊官】tse33 kuã33 莊家。  

【老僑】lau11 kiau13 指的是華人在 1973

年已居住在菲律賓的華人族群。 

【新客】sin33 k   5 指 1973 年入籍菲

律賓之後的中國新移民。 

【鬍鬚親】h033 tshiu33 tshin33 兩位男

性性交。  

【bakla】（菲）男人婆之意，。  

【簿記員】p0 11 ki51 uan13 簿記員，

又稱為「ki13 ban13」或是「ki13 

uan13」。  

【庫官】k055 kuã33 財政員。  

【透仔差】tau55 a13 tse33 給政府人

員通風報信的人。  

【透仔】tau55 a51 政府人員。  

【倒店】to13 tiam51 倒店。  

【漆色】tsat5 siak5 繪畫時畫上顏

色。  

【敆】kap5 調配中藥，稱為「敆藥

仔」。 

【煎】tsuã33 熬煮、燒煮（中藥）。  

【犁田】 lue11 ts  13 耕田。 

【雕刻】tiau33 k   5 雕刻。  

【拘留】k io55 liu13 拘禁扣留或是專

指法律上因為觸法而被暫時性的拘

押。  

【算】se51 另外算。  

【攕針】ts iam33 tsam33 打針，又稱

「釘釘 tan55 tan33」。  

【丳針】tsan11 tsam33 打針。  

【候脈】hau11 be 35 把脈。  

【針灸】tsam33 ku51 針灸，屬醫療行

為。  

【拔罐】pue 1 kuan51 拔罐，屬醫療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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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交通科技              

【鑢著】 lu11 tio11 兩方會車時不小心

擦撞。  

【行毋著】kiã11 |11 tio13 走錯了。 

【行倒頭】kiã11 to55 tau13 走錯了。  

【縣】kuĩ51 縣，行政區劃分。  

【Jeepney】（英）菲律賓最常見的小

型公共交通工具，是由美國二戰時

留下來的吉普車改裝而成。  

【 車】kue 5 tsia33 塞車。  

【手禁】ts iu55 kim51 手煞車。  

【排檔】pai11 t055 汽車打檔的零件。 

【貨車】he55 tsia33 貨車。  

【火車】he35 tsia33 火車。  

【風車】hua33 tsia33 汽車。  

【兩輪車】ne11 lun33 tsia33 機車。  

 

 

 

 

 

 

 

 

 

 

 

 

 

 

二十一、商業活動                

【房間稅】paq33 kiq33 sue11 住飯店

的費用。  

【遺產】 i11 san55 遺產。  

【美金】bi13 kim33 美金。  

【買票】bue13 phio51 買（車）票。  

【買賣】bue13  bue51 買賣交易。  

【投資】tau33 ts55 投資。  

【刀店】to55 tiam51 刀店。  

【菜市】tsai51 tsi33 菜市場。  

【攤】tã51 攤子，如路邊攤。 

【排攤仔】pai11 tuã33 a33 攤販擺攤

子。  

【銀行】gun11 haq13 銀行。  

【飛機場】hui33 ki33 tiũ13 機場。  

【機票】ki33phio51 機票。  

【藥店】 io 1 tiam51 藥局。  

【印仔店】 in55 nã55 t iam51 印章店。 

【金仔店】kim55 a33 tiam51 金子店。  

【郵政局】 iu11 tsi55 kiak1 郵局。  

【電子業】tian11 ts55 giap35 電子

業。  

【算數】se55 siau51 記帳。  

【收據】siu33 ki51 收據，也可稱收

條「siu33 tiau13」。  

【pala 錢】（菲）pa13 la11 tsĩ13 還錢。 

【利息】 li11 siak35 本金所生的利潤。 

【出價】tshut13 ke51 出個價錢。 

【貿易】bio11 iak13 貿易。  

【採購】tsai13 kio51 採買。  

【軍購】kun33 kio51 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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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kio55 bue55 購買。  

【傷重】si033 ti033 指損失慘重。  

【sinikalo】（西）指在菲律賓的黑社

會組織。  

【咱人菜館】lan13 la13 tshai33 kuan51

中式餐廳。  

【咱人桌】 lan55 la 33 to1 泛指中式

餐廳，不限定閩南式餐廳。  

【銅仙】ta11 sian33 銅錢。  

【地產】tue11 san55 房地產。  

【利益】 li11 iak35 好處。  

【薪金】sin33 kim33 薪水。  

【服務】hok1 bu51 服務。  

【原裝】guan11 tso33 未拆封。  

【分析】hun33 siak5 分析。  

【報告】p055 k051 報告。  

【分配】hun33phue51 分配。  

【階段】kai33 tuã51 階段。  

【製造】tse55 tso33 製造。 

【開放】khai33 h051 開放 

【有限】 iu13 han33 意指經費有限或

是時間有限。  

 

 

 

 

 

 

 

 

 

二十二、疾病                  

【破病】pua55 pĩ51 生病。  

【跛跤】pai13 ka33 跛腳。  

【目針】bak1 tsam33 長針眼。  

【流血】 lau11 hui5 流血。  

【落屎】 lau55 sai55 腹瀉、拉肚子。  

【流膿】 lau11 laq13 流膿。  

【青暝】tsĩ33 mĩ13 眼睛看不到。  

【尿酸】 lio11 suan33 一種化合物，若

尿酸過多容易引起痛風。  

【血壓】hiat13 ap5 血壓。  

【缺喙】k i55 tsui51 兔唇。  

【羊眩】 iũ11 hin13 羊癲瘋。  

【痚呴】he55 ku55 氣喘。  

【啞口】 iak1 kau55 啞巴。  

【臭耳】tsau55 hi51 聽障。  

【脫輪】tut5 lun13 脫臼。  

【含梢】ham11 sau33 形容骨頭裂開之

後，介於斷裂卻還未斷的狀態。  

【肺炎】hui11 iam13 病名，由細菌、

病毒感染所引起肺臟發炎的病症。  

【鴨母蹄】a 55 bu55 tue13 扁平足。 

【跤鼻臁】ka33 pi11 liam13 往昔大人

告誡小孩不要胡亂吃東西，謂邊吃

甜，邊吃鹹，腳脛骨會爛掉。 

【狐臭】h013 tsau51 狐臭。  

【暗傷】am55 si033 內傷。  

【毒瘤】t0k1 liu13 癌症。  

【過敏】ke55 bin55 過敏。  

【毛病】m033 pĩ51 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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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風俗、宗教活動        

【佛教】put1 kau51 佛教。  

【點香】tiam13 hiũ33 點香。  

【沉香】tim33 hiũ33 松香，祭拜時所

拿的香品之一。  

【下願】he13 guan51 許願。  

【還願】huan33 guan51 還願。  

【慈】ts13 慈悲。  

【天公生】t ĩ33  033  ĩ33 玉皇大帝

的誕辰。  

【觀音像】kuan33 im33 si033 觀音佛

祖的畫像。  

【關帝爺】kuan33 te55 ia13 神明。  

【譴損】k ian33 se33 作法。施用法術

以趨吉避凶或以巫蠱陷害別人。 

【扛轎】ke33 kio51 扛轎。  

【拜拜】pai55 pai51 祭拜神明的儀式

之一。  

【慈濟】ts13 tse51 台灣佛教公益團

體。  

【敬神】ki55 sin13 敬拜神明。  

【三牲】sam11 se33 祭拜時的牲禮。  

【土地公】t013 ti11 k033 民間信仰

中守護地方的神。  

【清明】tsuĩ33 miã13 清明節。  

【掃墓】sau55 b051 掃墓。  

【墓錢】b011 tsĩ13 墓紙。  

【對年】tui55 nĩ13 人死後第二年。  

【天公金】t ĩ33 k033 kim33 祭拜天

公時所用的金紙。  

【舊曆】 l011 liak35 農曆。  

【地獄】tue11 giak35 地獄。  

【天堂】tian33 t013 天堂。 

【廟】bio51 廟宇。  

【國旗】k0k5 ki13 國旗。  

【國歌】k0k5 kua33 國歌。  

【太極拳】thai55 kiak1 kun13 太極拳

一種拳術，是講究以靜制動、以

柔克剛、借力打力的武術運動，

兼具防身與健身的效果。  

【□□】te5 k013 未生育之前去領養

小孩，以期望能夠帶來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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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文化娛樂               

【李白】 li33 piak35 中國唐朝詩人。  

【秦檜】tsin13 kue51 中國宋朝人物。  

【孔子】k013  tsi55 中國古代著名的

教育家。  

【文化】bun33 hua51 文化。 

【故事】k055 s51 故事。 

【行棋】kiã11 ki13 下棋。  

【畫圖】ue11 t013 畫圖。  

【抽獎】tiu33 tsi0q55 抽獎。  

【風吹】huaq33  tse33 風箏。  

【藏水】tsiam11 tsui55 潛水。  

【省】siq55 省錢。  

【掩咯雞】am55 k033 kue33 捉迷藏。 

【夜市】 ia11 tsi33 夜市。  

【運動】un33 t0q55 運動。  

【生日】sĩ33 lit35 生日。  

【圖幛】t033 tsiũ51 在棉布上寫字或

畫圖，喜慶時用來賀喜的禮物，

又稱為「壽幛」。  

【志氣】tsi55 k i51 志氣。  

【失傳】sit5 tuan13 失傳，無法再傳

承下去。  

【慶祝】khi55 tsi0k5 慶祝。 

【傀儡戲】ka33 le33 hi51 掌中戲。  

【麻將】ba11 ts 05 麻將。  

【童謠】t011 iau13 童謠。  

【亭仔】tan11 nã55 涼亭。  

【敧泅】k ia11 siu13 一種立著游泳的

姿勢，也就是踩水前進。 

【翕相】hap1 si033 照相。  

【歷史】 liak1 s55 歷史。  

【思想】si33 si055 思想。  

【佳偶天成】ka33 kiə55 tian33 si13

祝賀新人結婚的賀詞。  

【划船】kə55 tsun13 划船。  

【飛船】pe33 tsun13 飛船。  

【氣球】k i55 kiu13 氣球。  

【曲盤】k iak5 puã13 早期的唱盤。  

【滑梯】kut1 tui33 溜滑梯。  

【挕韆鞦】hĩ55 tsian33 ts iu33 盪鞦

韆。  

【□】un13 玩樂之意。  

【挽面】ban13 bin51 挽臉。  

【點薰】tiam13 hun33 意指抽菸這個行

為。  

【點烏薰】tiam35 033 hun33 指吸食鴉

片。  

 

教育類 

【讀冊】tak1 tsew5 讀書。  

【冊包】ts   5   55 書包。  

【手冊】ts iu13 tsew5 手冊。  

【新冊】sin33 tsew5 新書。  

【活冊】ua11 tse5 將書裡的知識活

用。  

【師大】s33 tai51 學校名。  

【靈惠】 li33 hui51 位在計順市的基

督教華校。  

【文教】bun33-kau51 菲華文教中心的

簡稱，是台灣在菲律賓的教育機構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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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li11 tian55 字典。  

【方言】h033 gian13 方言。  

【台語】tai11 g55 台灣閩南語，簡

稱台語。  

【泉州話】tsuan11 tsiu33 ue51 閩南語

的一支。  

【咱人話】 lan55 la33 ue51 菲律賓華人

稱呼自己所講的閩南語為咱人話。 

【鄉親話】hi033 tshin33 ue51 指閩南   

人說廣東人講的廣東話。  

【文讀】bun11 tak35 文讀音。  

【年級】nĩ11 k ip5 年級。  

【名詞】bi11 s13 名詞。  

【動詞】t011 s13 動詞。  

【教室】kau33 siak5 教室。  

【三字經】sam33 li11 ki33 三字經。  

【博士】ph0k s51 博士。  

【問題】bun11 tue13 問題。 

【答案】tap5 an51 答案 

【內容】 lai11 i013 內容。 

 

 

 

 

 

 

 

 

 

 

 

二十五、壞人壞事              

【賊仔】tsat1 la55 小偷、竊賊。 

【兇手】hi033 tsiu55 兇手。  

【鱸鰻】 l011 muã13 流氓。  

【掩水雞】iam11 sui13 kue33 比喻作壞

事。  

【走路】tsau13 l051 跑路、逃亡。  

【落災】 l033 tse55 形容時運不順，落

魄貌。  

【使唆】sai13 so33 去惹他人生氣。  

【使弄】sai13 l051 挑撥離間。  

【落我】 lau51‧gua11 放鴿子之意。  

【冤家】uan33 ke33 吵架。  

【做孟買】tsue55 b011 bai55 指戴綠

帽之意。  

【相刣】sa33 tai13 互相殘殺。  

【犯法】huan33 huat5 犯法。  

【陰謀】 im33 bio13 陰謀。  

【拍損】pa 5 se55 浪費。  

【黏手】liam11 tshiu55 偷東西之意。  

【轉食】tsuan13 tsia 35 指騙人之

意。  

【歹手了】pai35 tsiu55 liau55 偷東

西之人。  

【五隻手】g011 ki33 tsiu55 指男生伸

手摸女生。  

【耙食】pe13 tsia 35 貪汙錢。  

【食紙仔】tsia 5 tsua55 e11 貪汙錢。 

【濫糝來】 lam55 sam55 lai13 指行事

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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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人語   

【貧惰】pin11 tuã33 懶惰。  

【歹心】pai13 sim33 壞心。  

【鹹澀】kiam11 siap5 吝嗇。  

【惡毒】0k5  t0k5 惡毒。  

【手銃】ts iu13 tsi51 形容小孩子頑

皮。  

【懵懂】b013 t055 無知、不明事理

的樣子。 

【孽】giat35 頑皮、叛逆，形容不好管

教的小孩。  

【荏懶】 lam13 nuã51 形容穿衣服或施

裝打扮不得體。  

【□□蟲】pa11 nã11 ta13 形容懶惰的

人。  

【□□】 iã11 iã  
13 形容做事沒有力

氣，漫不經心的樣子。  

【靠爸】kau55 pe55 罵語。  

【絕種】tsuat1 tsi55 罵語。  

【轉食】tsuan13 tsia 5 指不道德的行

為所賺來的錢財。  

【番薯戇】han33 tsi13
 g051 罵人笨笨

呆呆的，常用來罵小孩。  

【厚舌】kau11 tsi 13 愛講話。  

【搬話】puã11 ue51 搬弄是非。  

【五跤个】g033 ka33
 e55 專指華人罵

西班牙神父的用語。  

【五跤出現】g033 ka33 tsut13 hian51

指壞事被曝露出來。  

【放風球】pa55 hua11 kiu13 形容只

會空口說白話之意。  

【笑面虎】ts io55 bin11 h055 形容笑裡

藏刀的人。  

【甕凍肚】a55 ta51 t033 形容人自私、

小器，隱瞞祕密或好處不肯告訴別

人。  

【咒】tsiu51 詛咒。  

【咒誓】tsiu55 tsua51 發誓。  

【咒讖】tsiu55 tsam51 指作事不如意

而嘆氣。  

【死予狗喫】si13 h011 kau55 kue51 罵

語。  

【跋筊豬】pua11 kiau13 ti33 形容愛賭

博的人，賭鬼。  

【袂用】bue13 i51 女人罵男人的

話。  

【丳腱】tsan11 kian33 罵語。  

【肏】sai55 罵語。  

【番狗】huan33 kau55 罵語，指華人

不會講自己的話，而只會講菲律

濱語或英語。  

【□】phiã33 警察。  

【臭□】tsau55 phiã33 用貶抑的方式

稱呼警察。  

【僑仔】kiau11 a55華僑，有輕視之意。 

【狼群猴陣】 l011 kun13 kau13 tin51

狐群狗黨、酒肉朋友。  

【狗兄狗弟】kau13 hiã  33 kau13 ti33 指

不三不四的朋友。  

【鼠牛虎兔】ts i55 gu13 h055 t051 有

貶低之意，指較為亂七八糟的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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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 1 thua 5 浪費。  

【撨落落】ts iau13 lak1 lak35 神經有

問題。  

【無□無項】bo11 he13 bo11 ha33 指

行事亂來。  

【落落踅踅】 lak1 lak35 se 1 se 35 東

落西落。  

 

 

 

 

 

 

 

 

 

 

 

 

 

 

 

 

 

 

 

 

 

 

 

二十六、干支                  

【甲】ka 5 天干之一。  

【乙】 it5 天干之一。  

【丙】piã55 天干之一。  

【丁】ti33 天干之一。  

【戊】g051 天干之一。  

【己】ki55 天干之一。  

【庚】ki33 天干之一。  

【辛】sin33 天干之一。  

【癸】kue55 天干之一。  

【子】tsi55 地支之一。  

【丑】tiu55 地支之一。  

【寅】 im13 地支之一。  

【卯】bau55 地支之一。  

【辰】sin13 地支之一。  

【巳】s55 地支之一。  

【午】 D55 地支之一。  

【未】bi51 地支之一。  

【申】sin33 地支之一。  

【酉】siu55 地支之一。  

【戌】tsut5 地支之一。 

【亥】hai33 地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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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動詞                  

(一) 與煮東西有關的動作 

【煮飯】tsi13 pe51 煮飯。  

【□□】e55 siau51 比較有氣勢的煮

飯、炒菜。  

【挨粿】ue33 ke55 磨米漿製年糕。  

【摵】ts iak3 利用爪籬將食物放入滾

水中串燙熟。 

【爿面】puĩ13 bin51 煎魚翻面。  

【牽羹】kan33 kĩ33 用太白粉勾芡。  

【熥燒】te33 sio33 又可唸為「過熥

ke55 thng33」指食物涼了之後再次

加熱之意。  

【糋】tsĩ51 油炸。  

【煎糋】tsian33 tsĩ51 以油炸的方式烹

煮食物。  

【烘】ha33 燒烤。  

【炰】pu13 將食物覆蓋在熱灰或熱土

中燜熟。  

【□】tshue51 將米磨成粉，未加水。  

【善□】sian33 siau51 去豬皮白色的

垢。  

 

(二) 與眼有關                

【霧】bu51 不清楚、模糊。  

【坦赤目】tan13 tsia11 bak5 將上眼

瞼內部外翻，也有瞪人之意。  

【看】kuã51 看。  

【凝】gin13 瞪。  

【使目尾】sai13 bak1 be55 使眼色。  

【捲蔫】ke13 lian33 形容快要睡著時眼

睛的模樣。  

 

(三) 與口有關               

【舐】tsi33 舐。  

【欶】su5 吸。  

【說】se5 說話。  

【唸】 liam51 唸。  

【喘】tsuan55 喘。  

【罵】mã51 罵。  

【唱】ts iũ51 唱。  

【喫】kue51 啃、齧咬。  

【□】ham51 意指快速地將食物送進

嘴裡吃。  

【開喙】khui33 tshui51 張開嘴，或是開

口說話之意。 

【食飯】tsia 5 pe51 吃飯。  

 

(四) 和腳有關               

【跋落來】pua1 lo51 lai11 跌下來。  

【爬】pe13 爬。  

【起來】pe1 ki11 lai11 爬起來。  

【起去】pe1 ki33 k i11 爬上去。  

【跋倒】pua11 t055 跌倒。 

【行路】kiã11 l051 走路。  

【跍咧】ku13‧ le1 蹲著。  

【闖出來】ts03 tsut3 lai11 闖出去。 

【闖】ts013 慌張的亂跑。  

【躡跤前】nĩ55 ka33 tsuĩ13 墊腳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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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務事                 

【掃塗跤】sau55 t  033 ka33 掃地。 

【熨衫】ut5 sã33 燙衣服。  

【洗米】sue13 bi 55 洗米。  

【穿針】tse33 tsam33 穿針，貫通、

通過。                    

 

(六) 用刀                   

【剉】tso51 剁豬肉或雞肉食用的動

詞。  

【截】tsue35 切肉的動作。 

【刮】kue33
 tsui55 tsiu33 刮鬍鬚。  

【刮魚鱗】kue33
 hi11 lan13 刮除魚

鱗。  

【剁】t0k5 剁。  

【剖】pua51 剖開。  

【 】 lio13 用刀子割取、刮取薄薄的

表層或切成片狀。 

【削皮】sia 5 pe13 削皮。  

【批皮】p i51 pe13 用刀子將物品削成

片狀。  

【批】p i51 用刀子將物品削成片狀。 

 

(七) 用棍子或其他工具     

【縛】pak5 綁，有時也會唸「pak35」。  

【縛咧】pak35‧ le1 綁著。  

【吊咧】tiau51‧ le1 吊著。  

【貯菜】tue13 tsai51 裝菜。  

【寫字】sia13 li51 寫字。  

【□】tsut35 隨意亂畫。 

 

(八) 和手有關的一般動詞   

【動手】taq11 tsiu55 動手。  

【夯手】kiaw11 tshiu55 舉手。  

【推】tui33 打、毆打。  

【舂】tsiq 33 擊打、撞、揍。  

【拔劍】pue11 kiam51 拔劍。  

【拍破】paw5 pua51 打破。  

【抱】po33 抱。 

【攬】 lam55 用手環抱。  

【攬咧】 lam55‧ le1 抱著。  

【ⷃ】mD55‧ le1 緊抱、緊貼著。 

【點火】tiam13 he55 點火。  

【□】 lut35 點菸的動作。  

【丳】tsan13 指將竹籤串入肉裡之動  

作。  

【揬倒】tu55 to11 打翻或推倒。 

【倒水】to55 tsui55 把水倒掉。  

【提】tue35 拿。 

【提咧】tue13‧le51 拿著。  

【交手】kau33 tsiu55 比腕力。  

【開火】kui33 he55 開火。  

【攑】gia35 拿。  

【舀】 io51 舀水。  

【攏褲】laq13 k051 把穿著的褲子拉高

起來。  

【颮潤餅】kau 5 lun11 piã55 作春捲。 

【□】tat35 把東西倒出來之意，同

「沂 ki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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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手指動作             

【剝】pak5 剝。  

【擗】p iak5 彈擊。  

【擗開】p iak1 kui33 彈擊開來。  

【扑字】pa5 li51 打字。  

【搣】mĩ33 用手抓一把（米）。  

【捏】nĩ 35 用拇指與其餘手指出力擠

壓。  

【挼】 le13 手指頭用力壓、柔。  

【□死】ki13 si51 掐死。  

【關門】kuĩ33 me13 關門。  

【欱】hip5 用雙手合掌捕捉（青蛙）。 

【揤】ts i35 用手向下壓。  

【刺草鞋】ts ia5 tsau13 ue13 編織草

鞋。  

【刺籃】ts iaw5 nã13 編織籃子。  

【捙倒】ts ia33 to51 打翻或推倒。 

【捒倒】sak3 to51 把人推倒。  

【偃倒】 ian55 to51 推倒。 

【掩】e33 摀住。  

【敨開】tau55 kui55 打開。  

【搝起來】kiu55 ki51 lai11 拉起來。 

【挩起挩落】tua 5 ki51 tua5     1

拖、拉，（門窗）拉上拉下。 

【挕□】hĩ51 ĩ11 往上拋、丟的動作。  

【挕去】hĩ51 hi11 丟過去。  

【挕捒】hĩ55 sak5 丟掉。  

【捏】 le 5 捏。 

【挔】hiã 5 以手拿物，多指取衣服或

布類。 

【□□□□】pak5 pak5 tak5 tak5 形容

手抓東西吃的樣子。  

【沐手】pak5 tshiu551.指吃東西拈手

之意。2.指做生意賺取些許利潤

之意。  

【□】tshue 1 指揉糯米的動作。  

【捧菜】phaq33 tshai51 拿菜。  

【夾菜】gue 5 ts  51 夾菜。  

 

(十) 身體動作             

【覆咧】pak5‧ le1 趴著。  

【蹛】tua51 帶。  

【倒咧】to55‧le1 躺著。  

【褪】te51 脫下來。  

【 倒】hiu51 to51 把人撂倒。 

【戽倒】h051 to51 把人撂倒。 

【摔】sak5 摔倒。  

【坐】tse33 坐。  

【搐】tiu 5 抽筋之意。  

【揹】pe 5 揹。  

【坦敧身】tan13 k i 33 sin33 側躺。  

【頕頭】tam55 tau13 點頭、同意。 

【啞口仔】 iak5 kau33 a55 翻跟斗，也

可稱為「爿口仔 puĩ33 kau33 a55」。 

【洗浴】sue13 hiak5 洗澡。  

【扛】ke33 扛。  

【拔捽】pue35 sut35 撒尿。  

【穿褲】tshi33 kh051 穿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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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                 

【振動】tin13 taq33 振動。  

【放咧】paq55 le11 東西忘了帶走。  

【關咧】kuĩ33‧ le1 關著。  

【替】tue51 代換。 

【漏水】 lau55 tsui55 漏水。  

【來去】 lai55 k i51 去之意。  

【挵破】 l0q51 pua11 用壞掉。  

【去過】k i55 ke51 去過。  

【欠】k iam51 欠。  

【輕力】k in33 lat1 施力小。  

【缺】kuew1。  

【開開】kui33 kui11 動詞，指示人要

將門打開。  

【火燒】he13 sio33 著火了。  

【揣】tse51 找。  

【承】sin13 接受、承接。  

【省力】siq13 lat35 省力。  

【實力】sit1 liak35 實力。  

【換】uã51 換。  

【歪】uai33 不正。  

【研】 uĩ55 輾、磨、絞之意，台語

稱「gi51」。  

【烘】ha 35 被熱氣燙到，但皮膚並未

直接碰觸到。  

【焐著】u51 tio 35 燙到，指皮膚有接

觸到而灼傷。  

【起火】k i13 he 55 生火。  

【構造】kio55 tso55 構造。  

【結尾】kiat5 be55 結尾。  

【擤鼻】sam55 p i51 擤鼻涕。  

【擤鼻】tshng51 phi51 擤鼻涕。  

【□鼻】se55 p i51 把鼻涕快要流之際

而趕緊吸回去。  

【沾】tsam33 稍微碰觸或沾上，如蒼

蠅沾糖果。  

【叨】to33 指動物（如禽類或爬蟲類）

搖頭晃腦以覓食或咬、啄的動作。 

【潑雨】pua5 h033 雨下很大。  

【淋雨】 lam11 h033 淋雨。  

【□】te51 指糨糊若不早早黏好，

會硬掉之意。  

【分裂】hun33 liat35 分裂。  

【影印】 iã13 in51 影印。 

【意外】 i55 gua51 意外。 

【改善】kai13 sian51 改善。 

 

(十二) 心理活動             

【捌字】pat5 li51 識字。  

【捌啦】pat5‧ law33 知道了。  

【重擔】taq55 tã51 重擔。  

【著】tio 35 對。  

【抌破】tim51 pua51 投、擲、丟的動

作，而將物品丟壞掉。有時會出現

「tim51 pua11」。  

【悿】tiam55 很累。  

【疼】tiã51 疼痛。  

【老】 lau33 老。  

【佮意】ka5 i51 喜歡。  

【救命】kiu55 miã51 救命。  

【氣力】kui33 lat1 力氣。  

【哈唏】ha13 hi33 打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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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矣】hai51‧ l011 完蛋了。  

【合】ha35 契合、符合。  

【費氣】hui55 k i 51 麻煩、浪費力

氣。  

【好聽】ho13 tiã33 好聽。  

【好勢】h013 se51 方便、湊巧、舒

適  。  

【驚死】kiã55 si 55 怕死。  

【食力】tsia11 lat13 吃力。  

【出力】tsut3 lat5 出力。  

【相仝】sa11 saq13 相同。  

【相合】sã33 kap5 一起。  

【相含糊】sa11 ham11 h013 語意有模糊

地帶，模稜兩可有雙關語之意。  

【偯】sian33 身體上疲倦、疲憊的樣

子。  

【晏睏】uã55 khun51 晚睡。 

【愛哭】ai55 khau51 愛哭。 

【假哭】ke13 kau51 作勢哭泣的模

樣。  

【細膩】sue55 li51 小心、注意。  

【決定】kuat5 ti51 決定。  

【無神無神】bo11 sin13 bo11 sin13 指沒

有精神作事。 

【益處】iak5 tsu51 對事情有正面的

幫助。 

【默默】biak1 biak1 默默的（唸）或

是在心中默讀。  

【沉默】tim11 biak35 不講話。  

【忍耐】 lim13 nãi51 忍耐。  

【慣勢】kuĩ55 si51 習慣。  

【享受】hi013 siu51 享受。  

【預備】ui33 pi51 預備。  

【考慮】kD13  51 考慮。  

【肯定】k i13 ti51 肯定。  

【勝利】si55 li51 獲得勝利。  

【相信】si033 sin51 相信。  

【可憐】kD13 lin13 可憐。  

【歇睏】hi0 5 kun51 休息。  

【休息】hiu33 siak35 休息。  

【睏】khun51 睡覺。  

【盹眠】tu51 bin13 打盹。  

【睏眠】khun55 bin13 睡眠。 

【自由】tsi11 iu13 自由。  

【注意】tsu55 i51 注意。  

【癢】tsiũ33 形容皮膚受到刺激而產生

需要抓搔的感覺。  

【擽】 iãu55 搔癢。  

【鬱卒】ut5 tsut5 鬱悶憂鬱。  

【癮】gian11 只對某類事務有興趣。  

【惜著物件】si05 ti05 mi11 kiã51

珍惜東西。  

【愛□□】ai55 hue13 ti51 好面子。  

【講帖】k013 thia1 有威脅之意。  

【奇怪】ki13 kuai51 奇怪。 

【平順】pi13 sun51 平順。 

【控制】kh055 tse51 控制。 

【暗示】am55 si51 暗示。 

 

(十三) 社會關係方面         

【社會】sia11 hue51 社會。 

【拄著】tu55 ti01 不期而遇的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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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著】te33 ti01 刻意的遇到。  

【交代】kau33 tai51 交代。  

【得罪】tiak35 tsue51 得罪。  

【攻擊】k033 kiak35 攻擊。  

【入門講家】 lip1 me13 k013 ka33 登

門挑戰。  

【改革】kai13 kiak35 改革。  

【面熟】bin11 siak13 面熟。  

【無滾笑】bo33 kun13 tshio51 沒有

在開玩笑。  

【平歲】pĩ55 he51 同年齡。 

【半徛倒】puã55 khia11to55 此指維持

現狀之意。  

【規定】kui33 ti51 規定。  

【資格】ts 33ke1 資格。 

【規則】kui33 tsiak5 規則。  

【反對】huan13 tui51 反對。  

【擋】t051 抵擋，阻止之意。  

【爭議】tsi33 gi51 對某一問題的看法

有所不同而產生爭議。 

【配合】phue55 hap1 配合。 

 

 

 

 

 

 

 

 

 

二十八、數量詞                

(一) 數詞              

【一】tsit5 數詞，（菲） isa。  

【二】ne 33 數詞。  

【三】sã33 數詞。  

【四】si51 數詞。  

【五】g033 數詞，（菲） lima。  

【六】 lak13 數詞。  

【七】ts it1 數詞。  

【八】pue1 數詞。  

【九】kau55 數詞。  

【一千】tsit1 ts i33 一千。  

【兩千】ne11 tsi33 兩千。  

【三千】sã33  ts i 33。  

【一半】tsit3 puã51 一半。  

【廿一】 liap1 it35 二十一。  

【四十四】siap13 si51 四十四。  

【二仔八】ne33 a55 pue 35 二百八。  

【五百箍】g033 paw5 k033 五百元。 

【五百千】g011 pa 5 tshi33 數量詞，

指五十萬。  

【五桶】g011 tha55 數量詞，指五百

萬。  

【億】 iak5 億。  

【這幫】tsit1 paq33 這次。  

【敧數】k ia55 s051 奇數。  

【雙數】sa33 s051 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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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詞              

【一个人】tsit1 ge11 laq13 一個人。  

【一雙鞋】tsit1 saq33 ue13 一雙鞋。  

【一箍銀】tsit1 k033 gun13 一塊錢。 

【一堵壁】tsit1 t055 pia5 一面牆壁。  

【一矸酒】tsit1 kan33 tsiu55 一瓶酒。  

【一步仔】tsit1 p033 a55 馬上就到之

意。  

【一空一窟】tsit1 kaq33 tsit1 kut13

坑坑洞洞之意。  

【一□】tsit1 tiã33 計算花生或是香蕉

等物品較細長的量詞，一根香蕉、

一顆花生。  

【一提】tsit1 tue13 記算一整串香蕉

的量詞，也可稱為「一枇 tsit1 pi13」。  

【一捾】tsit3 kuã33 計算物品成串的

量詞。  

【一內】tsit1 lai33 一盤。  

【□□串】ka11 ne13 tse51 指完整的

一整串。  

【一床】tsit1 se13 一籠，記算用來蒸

食物的木製或竹編蒸具。  

【一舟】tsit1 tsiu33 指食物切成三角形

狀的小塊狀量詞。  

【一瓣】tsit1 pan51 果肉中可分開的月

形片狀。  

【一蕊】tsit1 lui55 計算花和眼睛的單

位。  

【一桶】tsit1 t  55 計算金錢一百萬

的單位。  

【一間房間】tsit1 kuĩ33
 pa33 ki33 一

間房間。  

【一層】tsit1 ti13 一層（皮）。  

【一颮】tsit1 kau 5 捲，計算成捲物品

的單位。 

【一祉】tsit1 tsi55 一份金紙裡的一小

疊金紙。  

【一支金】tsit1 ki33 kim33 指一份金

紙。  

【三本】sã33 pun55 三本（書）。  

【四箱】si55 siũ33 四箱。  

【一落申】tsit1 l05
 sin33 一打，數

量詞英譯，「dozen」而念為「落

申」。  

【半落申】puã55 l05
 sin33 半打，同

上，數量詞。  

 

長度、重量 

【一掠手】tsit1 lia11 ts iu55 大拇指與

中指量出的距離。  

【一伐】tsit1 hua 35 以腳步的距離計

算長度的單位。  

【十兩】tsap1 niũ55 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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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形容詞                  

(一) 一般物態性狀形容詞     

【芳】paq33 香。  

【白白】pe11 pe 35 白白的。  

【扁扁】pĩ33 pĩ55 扁扁的。  

【大大】tua33 tua51 大大的。  

【開開】kui55 kui51 形容詞，指門

一直開著的狀態。  

【闊闊】kua1 kua5 寬寬的。 

tuĩ51【܌】 形容堅硬、強硬。  

【退色】tue11 siak5 退色。  

【直】tit5 直。  

【扁】pĩ55 扁。  

【冗】 liq51 鬆了。  

【厚个】kau51‧e51 厚的。  

【厚厚】kau11 kau33 厚厚的。  

【還大】huan33 tua51 很大之意思。 

【火點著】he55 tiam55 tio5 火點著

了。  

【生个】ts ĩ33‧e51 生的。  

【熱】 lua35 天氣熱。  

【熟个】siak35‧ge51 熟的。  

【俗】si0k35 便宜。  

【濕濕】sip1 sip5 潮濕。  

【圓仔】 ĩ13 e11 圓的。  

【幼幼】 iu55 iu51 嫩嫩的。  

【圓圓】 ĩ11 ĩ13 圓圓的。  

【懸】kuĩ13 高。  

【藃】hau 1 翹起、剝落，又稱「hiau11 

hio13」。  

【藃殼】hau 5 kak5 曬到脫皮。  

【凹】nã 1 凹陷。  

【秋凊】ts iu55 tsin51 涼快。  

【狹】ue 35 狹窄。  

【貴】kui51 貴。  

【意思】 i55 si51 形容這事情很有趣。  

【潤去】lun51‧ki11 酥脆物品受潮而

變得溼軟。  

【返□】huan13 ts iau13 指東西有霉味，

壞掉不能吃了。  

【韌】 lun51 柔軟而不易斷裂的性質。 

【腥臊】tse33 tsau33 指菜色豐盛。  

【相款】sa11 kuan55 相同。  

【直直】tit1 tit35 直直的。  

【烘烘洗洗】h0q11 h0q11 sue35 sue55

熱烘烘之意。  

【加□】ka33 ia35 很火紅之意。  

 

(二) 關於人的形容詞     

【耙耙食】pe11 pe11 tsia35 狼吞虎

嚥。  

【跛咧跛咧】pai55 le11 pai55 le11 走路

一跛一跛的樣子。  

【半斤八兩】puã55 kun33 pue1 .niũ55 通

常比喻彼此不分上下，較多用於貶

義。  

【硬】 ĩ33 剛強、堅定、不易改變。  

【躼】 lio51 指身高很高之意。 

【抽躼】tiu33 lio51 長高。  

【㾪】san55 瘦。  

【媠】sui55 漂亮。  

【矮】ue55 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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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捷】 li55 k iat5 形容聰明、反應

快。  

【好聲嗽】ho13 siã33 sau51 意指說話

時好聲好氣的表達。  

【□□□】ia13 ts i11 sia13 形容很愛講

八卦，說人的閒言閒語。  

【操心剝腹】tsau33 sim33 pe 5 pak5

形容極度操心。  

【□雜】tsi51 tsap5 形容人不正經，什

麼事都要管，像管家婆一樣。  

【大喉空】tua11 au33 ka33 形容講話

很大聲。  

【喙瀾若噴】tsui51 nuã33 nã13 pun51

形容講話口沫橫飛。  

【無攬無拈】bo11 lam13 bo11 le33，指

懶散、不振作。  

【躡跤行】 liam11 ka33 kiã13 躡手躡

腳的走路，怕被人發現。  

【□□□】 l011 liu13 lian33 遊手好

閒。  

【卯】mãu 1 老人無齒貌。  

【哀聲嘆氣】hãi 5 siã33 t  55     51

哀聲嘆氣。  

【狡怪】kau13 kuai51 頑皮、調皮、

愛作怪。  

【進步】tsin55 p051 進步。 

【□】giak35 形容刺耳的聲音。  

【挨推】ue33 tue33 比喻推卸事情。  

【喙尖舌利】tsui51 tsiam55 tsi13 lai51

伶牙俐齒。  

【暴牙】p0k1 ge13 通常指上顎前牙過

於突出，以致無法與下顎前牙密切

咬合。 

【條直】tiau33 tit35 乾脆、直接。  

【有閒】u11 iq13 有空。  

【爽】s055 舒適，舒服之意。  

【福氣】h0k1 khi51 福氣。 

【獅鼻】sai33 p 51 形容鼻子很大。  

【跩著】tsuãi33‧tio5（腰）扭到。 

【挽著】ban55‧tio5 （筋）扭到。 

【爿著】puĩ55‧tio1 腳反轉而受傷。 

【折著】tsiak5‧tio1 指手指或腳指

折到。  

【閃著】siam55‧tio1（腰）閃到。  

【睏落枕】kun55 lo13 tsim55 落枕。  

【頓盤坐】te55 puã13 tse55 屁股突然跌

坐在平面上。  

【吭跤翹】k033 ka33 kiau51 因不穩

而仰面跌倒頭腳朝天。  

【張持】tiũ11 ti13 叮嚀做事要小心。  

【忠厚】ti033 hio33 忠厚。  

【後悔】hio11 hue55 後悔。  

【結屎】kiak1 sai55 不開心貌。 

【變面】pĩ55 bin51 翻臉。  

【驕傲】kiau55 D51 驕傲。  

【美麗】bi13 le51 美麗。 

【健康】kian55 kho33 健康。 

【風度】h033 t051 指人的行為舉止

有風度。  

【歹命】phãi13 miã51 命不好或是不好

命之意。 

【□□心】k033 kam33 sim33 驕傲

 



 

265 
 

之意。  

【損身軀】se13 sin33 ku33 傷身體。  

【歹面相看】pai13 bin51 sã33 kuã51

沒有好臉色。  

【疊骨實】thiap1 kut5 sit5 指人品好，

做人實在。  

【擉算盤】thak5 se55 puã13 指人很會

算計之意。  

【掠鱉摔樹】 lia35 pi1 sak5 tshiu51

指很生氣的樣子。  

【到角】kau55 kak1 謹慎。  

【慷慨】kh0q33 khai51 慷慨。  

【□□□】li11 ka33 ka13 說話反覆之

意。  

 

(三) 顏色詞        

【白色】pe11 siak5 白色。  

【白】pe35 白。  

【無色】bo11 siak5 無顏色。  

【肉色】mãk5 siak5 肉色。  

【重藍】taq11 lam13 湛藍、深藍。  

【藍个】 lam13‧mB51 藍色的。  

【青色】ts ĩ33     5 綠色。  

【綠色】 liak1 siak5 綠色。  

【綠个】 liak35‧ge51 綠色的。  

【紫色】tsi13 siak5 紫色。  

【赤色】ts ia55 siak5 紅色。  

【青】ts ĩ33 綠色。  

【烏色】033 siak5 黑色。  

 

 

(四) 形容詞後綴重疊 ABB 式 

【澹□□】tam11 ka55 ka51 形容地上很

濕的樣子。  

【霸獅獅】pa55 sai33 sai55 形容很兇的

模樣。  

【雄□□】hi013 pia51 pia51 形容很兇

的樣子。  

【老□□】 lau33 mD 5 mD 5 形容臉

頰削瘦無肉。  

【氣□□】k i55 pia33 pia55 形容非

常生氣。  

【氣掣掣】k i55 tsua55 tsua 51 氣到

發抖。  

【紅絳絳】a33 k055 k055 形容很紅

的樣子。  

【暗茫茫】am55 b013 b013 形容很暗

的樣子。  

 

(五) 形容詞後綴重疊 AAA 式 

【便便便】pian13 pian33 pian33 已處理

好、準備好之意。  

【大大大】tua13 tua11 tua51 很大的意

思。  

【澹澹澹】tam13 tam11 tam13 很濕的樣

子。  

【長長長】te13 te11 te13 很長的意思。 

【凜凜凜】lim13 lim11 lim13 很擠的意

思，不能再擠了。  

【厚厚厚】kau13 kau11 kau33 很厚的物

品掉下來之意，不能用在人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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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副詞                   

(一) 表示然否              

【袂記】bue11 ki51 忘記了。  

【袂食咧】bue11 tsia13 li5 不能吃

了。  

【煞囉】sua5‧ l051 結束了。  

【毋】|51 不要，否定之意。  

【毋但】|33 nã51 不止。  

【毋免】|11 bian55 不用。  

【毋挃】|11 ti13 不要。  

【毋通食】mã13 tsiaw35(連音詞)不要

吃。  
【無人聽】bo11 la11 tiã33 指大家聽

不懂。  
【無分別】b011 hun11 piat35 沒有分

別。  
【無要緊】be11 iau13 kin55 不要緊，

沒關係。  
【會做】e33 tsue51 指可作的事物，同

意之意。  
【正確】tsi55 khak5 正確。 

 

(二) 表示程度              

【搭嚇青】ta1 niã55 tsĩ33 突然被別人

嚇到或自己嚇到自己之意。  

【輕重】k in33 taq33 本指物體重量多

寡，引申為事務的緩急或重要性。 

【重要】ti033 iau51 重要。 

【深】ts im33 深。  

【愛睏】ai55 kun51 想睡覺。  

【絚】an13 緊。  

【僫食】o5 tsia35 很難吃到。  

【聽有】tiã33 u33 聽得懂。  

【會用】e33 iq51 可以。  

【麻煩】mã11 huan13 麻煩。  

【慢】ban51 慢。  

【好額】ho13 gia5 有錢。  

【贏囉】 iã13‧ l051 贏了。  

【危險】gui11 hiam33 危險。  

【產生】tsan13 si33 產生。  

【細字】sue55 li51 字體較小。  

【倒吊】to55 tiau51 相反，也可稱為

「倒反 to55 puĩ55」。  

【少】tsio55 不多。  

【袂歹】bue11 pai55 還不錯之意。  

【遮爾媠】tsua 13 sui55 這麼漂亮。  

【嚴重】giam33 ti033 嚴重。 

【降低】ka55 ke33 降低。 

【無夠】bo33 kau51 不夠。 

 

(三) 動詞前綴重疊 AAB 式   

【略略仔】lio33 lio33 a55 稍微、約略。 

【吱吱叫】ki55 ki55 kio51 雞叫聲。  

【□□叫】pue55 pue55 kio51 形容講

話很大聲，很吵雜。  

【□□叫】 iãu55 iãu55 kio51 形容聽

不懂他語時而認為是吵雜的聲音。  

【蟯蟯動】 iãu11 iãu11 ta55 坐不住

而亂動。  

【雜雜唸】tsap1 tsap1 liam51 碎碎

唸。  

【戇戇等】g011 g011 tan55 傻傻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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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虛詞                         

(一) 連接詞             

【橫直】huĩ33 t it35 反正。 

【伊拍儂】 i55 paw5 laq13 他打人。  

【伊予我拍】 i33 h033 gua55 pa5 他

給我打。  

【予儂拍】h0q13 pa5 被人打。  

【正正】tsiã55 tsiã51 正是如此之意。  

【予我】t013 gua51 給我。 

【予伊】t013 i51 給他。  

【干焦】kan33 ta33 只有。 

【交】kiau33 和。  

 

(二) 助詞       

【野】 ia13 很，之意。  

【野大】 ia33 tua51 很大。  

【野幼】 ia13 iu51 指分得很細緻。  

【野濟】 ia13 tsue51 形容很多之意。  

【ka si】（菲）「因為」之意。  

【著】tio 35 附和並表示同意。  

 

 

 

 

 

 

 

 

 

 

三十二、代詞                      

(一) 人稱代詞           

【我】gua55 第一人稱。  

【你】 li55 你。  

【阮】gun55 我們。  

【恁】 lin55 你們。  

【伊】 i51 第三人稱：他/她。  

【咱】 lan55 我們，包含聽者。  

【咱人】 lan55 la13 我們。  

 

(二) 指示代詞       

【遮】tsia13 這邊。  

【遐】hia13 那邊。  

【去】k i51 指示詞。  

【□】huai13 那些。  

【□】tsuai13 這些。  

【內面】 lai55 bin51 裡面。  

 

(三) 疑問代詞 

【若錢】 lua11 tsĩ13 多少錢？  

【這个喔】tsit1 ge55 o13 疑問詞，這

個喔？  

【佗落】to 1 lo51 問要去哪裡？或在

哪裡？  

【你欲食啥】 li55 be55 tsia11  ã51 你

要吃什麼？  

【幹若志】kan51 nã11
 ki11 疑問詞，有

點粗俗的問法，幹什麼？要幹麻？ 

【佇時】ti11 si13 什麼時候？  

【啥儂】sia13(合音)，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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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象聲詞        

【鼾】huã13 打呼聲。  

【喀聲咳痰】ke11 siã55 kak1 tam13

咳痰、清痰。  

【圓喔】 ĩ13 D51 形容說話鼻音重，仿

冒其聲。  

【兵兵砰砰】pin11 pin13 pia11 pia33

形容製造出很大的聲音。  

【支支吾吾】tsi11 tsi13 tsiu11 tsiu13 形

容對方竊竊私語而使聽者無法聽清

楚，也有說三道四之意。  

【□□□□】k ĩ11   ĩ13 kãu11  ã13

形容吃東西的聲音。  

【□□□□】sĩ11 sĩ13 suãi 11suãi 13

形容木竹磨擦的聲音也可形容人碎

碎念的樣子。  

【□□】 ĩ13 uãi13 開門聲。  

 

 

 

 

 

 

 

 

 

 

 

 

 

三十四、俗諺 

【銅釘釘銅板】ta11 tan33 tan55 

ta11   55 銅製的釘子釘銅板，以

諧音造句。  

【買馬賣雞】bue13 be55 bue11 kue33。 

【狗屎滒咧喙】kau13 sai55 ko33 le 33 

tsui51 形容運氣不好。  

【捏驚死，放驚飛】tĩ13 kiã33 si55，

pa33 kiã33 pe33 比喻一個人做事畏

首畏尾，對做事沒信心。 

【出山揣無路，欲埋揣無墓】tsut5 

suã33 tse11 bo11 l051，be 5 tai13 

tse11 bo11 b051 罵語。  

【使唆烏鬼，放大槓】sai13 so33 055 

kui55，pa51 tua11 k011 教唆他人去做

不好的事，反倒讓他成為替死鬼。  

【番客回鄉】huan33 k   1   33 

 033 指稱來到菲律賓的華人回到

閩南原鄉。  

【上樓拔梯】tsiũ11 lau13 pue 1 tui33

過河拆橋之意。  

【勞中根，拜壽】lau11 ti013 kun33，

pai 55 siu51 指男性買春。  

【隱痀拋車輪】un13 ku33 pa33 tsia33 

lin55 比喻作吃力不討好的事。  

【袂泅嫌溪歪】bue11 siu13 hiam11 

kue33 uai33 比喻自己做不好還怪東

怪西。  

【三日討魚，兩日曬網】sã33 lit1 to13 

hi13，ne33 lit1 pak1 ba51 比喻做事

沒有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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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个徙去石个】tse13 le 1 sua13 

k i55 tsio 35 le 1 比喻越換越糟。  

【跋倒囉，搣一把沙】pua 1 to51 lo 1，

mĩ13 tsit1 pe55 sua33 比喻即使落入

最不好的情況也要得到一些好處。  

【就你个塗，糊你个壁】tsiu11 li55 e33 

t013，k033 li55 e33 pia 5 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  

【起風使浪】k i13 hua33 sai13 l051

形容愛興風作浪的不好行為。  

【無風說樹蕾】bo33 hua33 se 5 

tsiu33 lui13 指沒有根據事實的話。 

【無影無一跡】bo33 iã55 bo13 tist1 

tsia 5 指沒有根據事實的話。  

【戇蟳等孝】g011 tsim13 tan33 hau51

癡心妄想之意。 

【萬銀買無一个癮】ban11 gun13  

bue13 bo13 tsit1 ke55 gian11 千金難

買有興趣做的事。  

【食雨來米】tsia35 h033 lai55 bi55 居

安思危，未雨綢繆。  

【刣雞摔破碗】tai11 kue33 sak5 

pua55 uã55 結拜兄弟。  

【講星掠皇帝】ka35 ts ĩ33 lia35 

h011 te11 指輕鬆的談話。  

【換湯毋換粒】uã11 the33 |11 uã11 

liap35 換湯不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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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菲律賓馬尼拉王彬街招牌名稱 
編

號 
招牌名稱 編

號 
招牌名稱 

1 JEWELRY REPAIR SHOP 77 中興銀行 

CHINA BANK 
2 CHINA CITY GOLD CENTER 78 福利金原錆金鋪 

Twin Sisters’ jewelry 
3 金源金鋪 

SOLID GOLD JEWELRY 
79 美華珠寶商 

MAYFAIR Gem 
4 金輝珠寶 

JOY-WELL JEWELRY 
80 泛亞醫學化驗室 

ASIATIC MEDICAL LAB,INC 
5 JANETTE JEWELRY & GIFT 

SHOPPE 
81 牙科醫學博士 許敬全 

DR.VICTOR A.VILLANUEVA 
DENTIST 

6 天寶森藥行 
CENTRAL CHINESE 

DRUGSTORE 

82 牙科醫學博士 
莊珍妮 

JCS DENTAL CLINIC 
LADY DENTIST 

7 ONGPIN JEWELRY CENTER 83 藥學博士朱偉民 
ALFONSO WONG 

INTERNAL MEDICINE 
8 JG MERCHANDISE Jewelry 

&Gift Shop 
84 醫學博士鄭文琳 

DR.WILLIAM TY 
INTERNAL MEDICINE 

9 WEN JEN JEWELRY 
MERCHANDISE 

玉鳳銀樓 

85 美商婕斯環球公司 
JEUNESSE 

10 百宏國貨商行 
BAI HONG GUO HUO 

SHANGHANG 

86 女醫學博士 吳淑霞 
Dr. Luisa Ngo-Yu 

11 新興首飾行 87 醫學博士醫內科 
朱光暉 

KENNETH ALFONSO 
W.WONG,MD 

INTER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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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enhan jewelry 88 LEONARDO L.FERNANDO, 
M.D. 

趙壽文西醫內科皮膚性病 
13 大連海鮮 HOTEL 酒樓 89 GANO iTouch 

靈芝健康補品 
14 柏寧海鮮酒家 90 榮耀基督教會閩南堂 

GLORY EVANGELICAL 
CHURCH 

MIN NAN CHAPEL 
15 park view  

HOTEL RESTAURANT KTV & 
COFFEE SHOP 

91 曾美治 
CHAN 

LADY DENTIST 
16 唯一 水療按摩中心 足底按摩 

One and Only men &women spa 
92 廈大堂河西 

SE JO TONG BUILDING 
17 錦香園酒家 

KIM HIONG FOOD GARDEN 
93 PHILTRUST BANK 

菲律賓信託銀行 
18 永美珍 

Eng Bee Tin 
94 長城珠寶行 

GREATWALL 
JEWERLY 

19 GYM FITNESS 
健身中心 

95 龍鳳商業行 
DRAGON PHOENIX ENT. 

Feng Shui Lucky Charms & Gift Items 

20 一路發金鋪 
JOHNAZZE GEMS and JEWELS 

96 來來大酒店 
CHINATOWN LAI-LAI HOTEL 

21 LITTLE CHINOY MDSG 97 Wine Century Bros. 
世纪兄弟酒业 

22 A.N 飾品包裝盒 98 帝苑酒樓 
ROYAL GARDEN 

23 PSBank 首都銀行集團 
Metrobank Group 

99 PBCOM 菲律濱交通銀行

PHILIPPINE BANK OF 
COMMUNICATIONS 

24 祖佛寺沙金 
KIM SHA TEMPLE 

100 金泰 
SALLEE’S 

25 萬寧森藥行 
MANNING CHINESE 

DRUGSTORE & GENETRAL 
MERCHANDISE 

 

101 788 旅行社 
Summerhill Travel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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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OLDEN DRAGON GIFTSHOP 
CHARMS & JEWELRY 

102 四季津美食 
FOUR SEASON CUISINE 

27 南洋森藥行 
SOUTH OCEAN CHINESE 

DRUG STORE 

103 華山 
首飾商 

AUSPICIOUS SHOP 

28 GOD is Love 
馬尼拉召會第一會所 THE 

CHURCH IN MANILA 
MEETING HALL No.1 

104 達華 Salazar BAKERY 

29 福大利金鋪 
AMSTERDAM 

PAWNSHOP JEWELRY & 
MONEY CHANGER 

105 GO! KIZIP 
韩国料理 

KOREAN RESTAURANT 

30 BDO  Ongpin-Tomas Mapua 106 萬家福商超 
31 寶玉金鋪 

Jervic Jewelry 
107 百佳超市 

KAISHA MART 
32 Chinatown jewelry & General 

Merchandise 
108 永安首飾商 

Michelle Jewelry 
33 民順食品超市 

MIN-SHUN Trading 
109 Mandarin supermarket 

大豐超級市場 
34 華鉅龍國際旅遊事務有限公司 

CHINA DRAGON 
TRAVELS & TOURS 

CORPORATION 

110 意大利專業美容院 
Rejuvenesse Facial Center 

35 新志成國貨店 
New Sin Chi Sing Trading 

111 佳宏金行 
Heart of Jewels 

36 誠信外幣兌換 
FAITH MONEY CHANGER 

112 新橋旅行社 
TRAVEL GOLD INC 

37 濟安堂森藥行 
LUCKY STELLAR 

DRUGSTORE &GEN. MDSE. 

113 醫學 施慶強 博士 
DR. LINCOLN S.SISION 

專長內科 
38 美心茶樓 

Mei Sum    TEAHOUSE 
114 牙醫 施慶齡 博士 

DR. VERONICA C. SISOM 
DENTIST 

39 PHILIPPINES CHARITY 
SWEEPSTAKE OFFICE 

AUTHORIZED 
AGENT 

115 時代電腦中心 
NEW TIMES COMPUTER 

SYSTEMS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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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森森參藥房 
SIM SIM 

CHINESE DRUG STORE 

116 马尼拉北京联合中西医馆 
MANILA-BEIJING MEDICAL 
ASSOCIATED INC 

41 New Eastern Garden Restaurant 
The Home of Original Fresh Lumpia King 

117 華昌購物場 

42 金星參藥行 
KIM SHENG 

CHINESE DRUGSTORE 

118 楊永和 
Grand 

CAKES‧BREADS‧DELICACIES 

43 Almas’s JEWELRY 
商飾首瑩永 

119 韓國食品 KOREAN GROCERY 

44 石獅綠島酒樓 
GOLDEN STONE 

RESTAURANT  
家庭式 FAMILY KTV 

120 興盛商業 

45 吉祥工艺商行 
MAN HONG HANDICRAFT 

SHOP 

121 統一百貨商行 
CHARME 

GENERAL MERCHANDISE 

46 兰州拉面 
LAN ZHOU LA MIEN 

122 NEW VICTORY TRADING 
新勝利國貨商 

47 安姬順音像 
ANJIESON GEN. MDSE 

123 鴻飛國貨商 
HONG HWI Trading 

48 羣生育幼中心 
DIVINE MERCY 

LEARNING CENTER 

124 有媯堂總堂 
YU UY TONG CLUB 

49 新精巧菜館 
ONGPIN MAÑOSA Restaurant 

Co. 

125 社旅一第 
First Hotel 

50 興發珠寶商 
Goldfinity Gifts shop Co. 

126 友誼藥房 
Friendship Drug 

& MEDICAL SUPPLY 

51 大德參藥行 
SOON AN DRUGSTORE 

127 JVC KARAOKE 

華語音樂中心 
52 Metrobank  ONGPIN 128 裕華大酒樓 

President Grand Palace 
RESTAURANT  

53 PNB 菲律賓國家銀行 129 行參港香 
HONG KONG CHINESE DRU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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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冰島 PING TAO 
CHINESE CUISINE 

130 新觀音齋素食 
NEW GUAN YIN CHAY 

VEGETARIAN 
 

55 福榮美容室 131 SUNRISE 
中華禮品商業 

Lucky Champs & Gift Items 
56 納福商行 NAFU 

LUCKY CHARM 
132 泉州黃大川風水擇日館 

命相 

57 新群利冰藏店 
BERG’S COLD STORE 

133 eastwest 东盛银行  

58 寶元堂參藥行 
VITALIFE DRUGSTORE 

134 商味蜜珍美 
BEE TIN GROCERY 

59 ALBA  
CENTURY TIME CENTER 

135 SECURITY BANK 信安銀行 

60 磨鎖匙 
KEY DUPLICATION 

136 Bakers’ Fair 

61 麗都餐宮 Sa Lido 
RESTAURANT 

137 麵麵有家味 
MR.UBE 

RICE AND NOODLE HOUSE 

62 金豐銀樓 
New Kim Hong Jewelry 

138 mercury drug 
NAKASISIGURO GAMOT AY 

LAGING BAGO 

63 亞洲藥行 
YA ZHOU CHINESE DRUG 

STORE 

139 LORO STOW’S BAKERY 
CREATOR OF THE EGGTART NOW 

FAMOUS THROUGHOUT ASIA 

64 天下小吃 140 Winlie 榮利 
65 零售   批發 

         RETAIL     
      WHOLESALE 

141 BDO    ONGPIN 

66 锦菲參藥行 
Fu Kang Chinese Drug Store 

142 amor  
sBread Your Love 

67 女人時尚 143 紅太陽參藥行 
HONG TAI YANG CHINESE 

DRUGSTORE 

68 BDO 144 王彬超市 SHOPPERS’ MART 
王彬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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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閩香嘉姜母鴨 145 Cafe France 

70 SHANGHAI  
FRIED SIOPAO 

146 永美珍 
Eng Bee Tin 

CHINESE DELI 
71 慶飛商業行 

A.E.Y GENERAL 
MERCHANDISE 
中英文電腦刻印 

147 記泉 CHUANKEE CHINESE 

FASTFOOD  

72 MAHJONG REPAIR 
RUBBER STAMP 

148 BINONDO CHINESE MISSION 
PARISH 

岷淪洛華僑天主堂 
73 成春園參藥行 

DESTINY CHINESE 
DRUGSTORE 

149 7 ELEVEN 

74 文淵首飾商 
RB 

150 省治眼鏡公司  
unique 

VISION CENTER 

75 鄭寶發金鋪 
TY PO HUAT GOLDSMITH 

151 RAMADA  
馬尼拉華美達大酒店 

76 美華銀樓 
MAYFAIR 

GOLDSMITH 

152 HS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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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華人在菲律賓語言使用情況調查問卷 (成人問卷) 
(Language Survey for Filipino-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國籍 Nationality(passport) _________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_________ 
職業 Occupation ________         性別 Gender □M □F 
出生年 Date of Birth □1917-1936 □1937-1956 □1957-1976 □1977-1996 □1997-2006    

序

號 

題目 Questions 選項 Choices 

1 你認為你是哪國人？ 
What nationality do you think you are? 

□菲律濱人 Filipino□中國人 Chinese 

□台灣人 Taiwanese 

2 你覺得華裔是否要有中文名字？  

Do you think Ethnic Chinese people need to have 

Chinese names? 

□是 Yes  □否 No 

3 你覺得在菲律濱最重要的語言是什麼？(可
複選)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in the Philippines? (Check all that apply)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4 除了菲語和英語，你覺得菲律濱華人最需要

會講的語言是？ Aside from English and Tagalog, 

what language do you think Filipino-Chinese need most 

when it comes to speaking?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5 請你以 1、2、3、4 排序四種語言在菲律濱

的重要性。Please use 1 to 4 to arrange the 

importance of the four languages in the Philippines. 

(   )咱人話 Fookien (   )華語 Mandarin 

(   )菲語 Tagalog   (   )英語 English 

6 菲律濱華人社團通常都使用什麼語言交

談？What language does the Chinese community 

usually use to talk?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7 中秋節前後舉辦的「博中秋」活動使用何種

語言？What language is used when we hold 

Mooncake Dice Game (Puah Tiong Tshiu) during 

Mooncake Festival?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8 過農曆新年舉辦的活動使用何種語言？ 
What language is used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activities?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9 在電視廣告裡，是否有咱人話的出現？ 

Is Fookien spoken in TV commercials？ 

□有 Yes □沒有 No □不確定 Not Sure 

10 你通常都看哪種語言的電視節目？(可複選

2 種)In what language of TV program do you usually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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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Choose 2 that apply.) 

11 你通常用什麼語言來稱呼家族成員？ 
What language do you usually use to call your family 

members?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12 你祖父母與你溝通的語言是？ 
What language do your grandparents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13 你父母與你溝通的語言是？ 
What language do your parents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14 你和家人說話的語言是？(可複選 2 種)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family? 

(Choose 2 that apply.)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15 你和同學、朋友說話的語言是？(可複選 2
種)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friends and classmates? (Choose 2 that apply.)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16 你和小孩子說話的語言是？(可複選 2 種)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children(little kids)? (Choose 2 that apply.)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17 你和醫生說話的語言是？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doctor?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18 你和神職人員說話的語言是？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astor(clergy)?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19 你和司機說話的語言是？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bus,taxi driver?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20 你和銀行人員說話的語言是？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bank staff?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21 在中式餐廳裡點餐，請問你使用何種語言？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when you order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22 在菜市場買蔬果，請問你使用何種語言？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when you buy vegetables in 

the market (palengke)?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23 在百貨公司購物，請問你使用何種語言？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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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when you go shopping in a 

mall?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24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貓狗，你會用哪種語言跟

牠們講話？When you see cats and dogs on the road, 

which language will you use?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25 你作夢的時候，通常都是以何種語言在夢裡

講話？(可複選) When you dream, what is the 

language that you usually dream in? (Check all that 

apply.)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26 當你在想事情的時候，請問你使用何種語

言？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when you think things?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27 在華語課裡，學校教授繁體字還是簡體字？

In Mandarin class, is Traditional Chinese or Simplified 

Chinese taught in school? 

□繁體字 Traditional Chinese  

□簡體字 Simplified Chinese 

28 在華語課裡，學校教授注音符號還是漢語拼

音？In Mandarin class, is Hanyu Pinyin or Bopomofo 

taught in school? 

□注音符號 Bopomofo  

□漢語拼音 Hanyu Pinyin 

29 呈上題，你覺得這套文字系統好嗎？ 
Based on 27 and 28, do you think this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is good? 

□好 Yes □不好 No 

30 老師在教華語的時候，通常使用什麼語言？ 
What language does the teacher usually use when 

teaching Mandarin?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31 在華語課的時候，你通常都用什麼語言跟老

師談話？What language do you usually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teacher in the Mandarin class?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32 你在哪裡學會咱人話？(可複選 2 種) 
Where did you learn Fookien? (Choose 2 that apply.) 

□家裡 Home □學校 School □社團 Social 

Group  □看電視 Television □和朋友聊天 

Talking with Friends □其他 Others__________ 

33 你在哪裡學會華語？(可複選 2 種) 
Where did you learn Mandarin? (Choose 2 that apply.) 

□家裡 Home □學校 School □社團 Social 

Group □看電視 Television □和朋友聊天 

Talking with Friends□其他 Others___________ 

34 你認為咱人話對你的日常交際是否有用？ 
Do you think Fookien is useful in your daily 

communication? 

□有 Yes □還好 Somewhat □沒有 No 

35 當你生氣時，最常使用何種語言表達怒氣？ 
When you are angry, what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language you used to express your anger?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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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你是否想要學習閱讀咱人話? 

Would you like to learn how to read Fookien? 

□是 Yes □否 No □不確定 Not Sure 

37 你是否想要學習書寫咱人話? 

Would you like to learn how to write Fookien? 

□是 Yes □否 No □不確定 Not Sure 

38 在你的宗教信仰的活動場合裡，通常使用何

種語言？What language is usually used in your 

religious activities?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39 當你在禱告或是祭拜神明時，通常使用何種

語言？What language do you usually use when you 

are praying or worshipping God?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菲語 Tagalog   □英語 English 

40 你認為講咱人話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可
複選)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importance of speaking 

Fookien? (Check all that apply.) 

□可以跟長輩說話 You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elderly. 

□可以在華人社團裡講話 You can speak in a 

Chinese group. 

□可以知道自己是菲律濱的華人 You can 

know that you are a Filipino-Chinese.  

□可以比別人多會一種語言 You can have 

more than one language compared to others. 

41 你認為講華語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可複

選)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importance of speaking 

Mandarin? (Check all that apply.) 

□可以跟長輩說話 You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elderly. 

□可以在華人社團裡講話 You can speak in a 

Chinese group. 

□可以知道自己是菲律濱的華人 You can 

know that you are a Filipino-Chinese.  

□可以比別人多會一種語言 You can have 

more than one language compared to others. 

42 你認為自己的咱人話講得好嗎？ 
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Fookien competency? 

□流利(溝通沒問題)Excellent  

□必須要混合其他語言才能完整表達意

思 Needs to mix with other language in order to fully 

express the meaning  

□一般程度 Fair  

□不好 Poor  

□完全不會說 Do not know how to speak 

43 你認為自己的華語講得好嗎？ 
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Mandarin competency? 

□流利(溝通沒問題) Excellent  
□必須要混合其他語言才能完整表達意

思 Needs to mix with other language in order to 
fully express the meaning  
□一般程度 Fair  
□不好 Poor  
□完全不會說 Do not know how to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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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你認為自己的咱人話哪些部分比較好？(可
複選 2 種)What part of your Fookien language do you 

think you are good at? Choose 2 that apply. 

□聽 Listening □說 Speaking  

□讀 Reading  □寫 Writing 

45 你認為自己的華語哪些部分比較好？(可複

選 2 種)What part of your Mandarin language do you 

think you are good at? Choose 2 that apply. 

□聽 Listening □說 Speaking  

□讀 Reading  □寫 Writing 

46 以後你是否會讓你的小孩學習咱人話？ 
In the future, will you let your child learn Fookien? 

□會 Yes □不會 No □不確定 Not Sure 

47 以後你是否會讓你的小孩學習華語？ 
In the future, will you let your child learn Mandarin? 

□會 Yes □不會 No □不確定 Not Sure 

48 如果咱人話和華語只能保存一種，請問你認

為哪個比較重要？ If you can only preserve one 

language between Fookien and Mandarin,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s more important? 

□咱人話 Fookien □華語 Mandarin 

49 你認為咱人話在菲律濱華人社團的重要性

會逐漸消失嗎？ Do you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Fookien language in the Philippine Chinese community 

will slowly disappear? 

□會 Yes □不會 No □不確定 Not Sure 

50 你認為華語應該取代咱人話在菲律濱的語

言地位嗎？ Do you think Mandarin should replace 

Fookien in the Philippine Language status? 

□應該 Yes □不應該 No □不確定 Not 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