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1批)
98.10.14.修正

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樹枝 樹椏 樹枝
除詔安腔外，各腔又音：四縣腔「vaˊ」、海陸腔「vaˋ」、大
埔腔「va+」、饒平腔「vaˇ」。

樹枝 椏桍 枝椏 大埔腔及詔安腔無「椏桍」用法。
002 閼 adˋ ad ad^ adˋ ㄜˋ 生氣 發閼 生悶氣 詔安腔用「氣 ki^」。
003 扼 agˋ ag ag^ agˋ abˊ ㄜˋ 握 扼手 握手

恁靚 這麼漂亮 海陸腔又音「anˋ」、「an+」、「anˇ」。
恁樣 這樣 大埔腔用「恁泥」。

005 盎 angˊ angˋ ang+ angˇ angˇ ㄤˋ 瓶子 花盎(仔) 花瓶
006 詏 au auˇ auˋ auˋ au^ ㄠˋ 爭辯 詏嘴 鬥嘴
007 拗 auˋ auˊ au^ auˋ au^ ㄠˇ 折 拗斷 折斷
008 壩 ba baˇ baˋ baˋ ㄅㄚˋ 壩 河壩 河流 詔安腔用「溪 keˇ」。

剝開 擘柑(仔) 剝橘子
張開 擘嘴 打哈欠

010 跋 bagˋ bag bag^ bagˋ baˊ ㄅㄚˊ 爬 跋上樹 爬上樹
011 擺 baiˋ baiˊ bai^ baiˋ bai^ ㄅㄞˇ 次 一擺 一次

012 粄 banˋ banˊ ban^ banˋ ban^ ㄅㄢˇ， 
ㄈㄢˋ 粄 甜粄 年糕

013 扳 banˊ banˋ ban+ banˇ banˇ ㄅㄢ，  
ㄆㄢ 扶 扳等 扶著 大埔腔用「扳緊」、詔安腔用「扳蹛」。

014 挷 bangˊ bangˋ bang+ bangˇ bangˇ ㄅㄤ 拉，拔 挷草 拔草
跳 飇上去 跳上去
疾奔 馬飇 馬奔

016 陂 biˊ biˋ bi+ biˇ biˇ ㄆㄧˊ 堤 陂頭 攔水堤
清理 拚掃 大清掃 南四縣腔音為「bia」。
盡力 打拚 奮力而為

必開 裂開
必目 發芽

019 貶 bienˋ bienˊ bien^ bienˋ bien^ ㄅㄧㄢˇ 翻 貶車 翻車
020 揙 bienˋ bienˊ bien^ bienˋ bien^ ㄅㄧㄢ 翻找 揙東西 翻找東西
021 煲 boˊ bo+ boˇ ㄅㄠ 熬煮 煲湯 熬湯 海陸腔用「烳 pu」或「煮 zhuˊ」、詔安腔用「熬 ngauˋ」。

bud^ budˊ 發夢 作夢
bod^ 當發 很有錢 詔安腔用「真發」。

fadˋ fad fad^ fadˋ 膨脹 發酵 酵母
boiˋ boiˊ boi^ boiˋ
boiˊ boiˋ boi+ boiˇ

024 傍 bongˋ bongˊ bong^ bongˋ bong^ ㄅㄤˋ， 
ㄅㄤ 配 傍飯 配飯

025 餔 buˊ buˋ bu+ buˇ ㄅㄨ，  
ㄅㄨˋ 申時食 餔娘 妻子 南四縣腔用「姐仔」、詔安腔用「夫娘」。

bu+ 暗晡夜 今晚 南四縣腔用「今暗晡」、詔安腔用「暗夜」。
bi+ 昨晡日 昨天 詔安腔用「昨日」。

ㄈㄚ

ㄆㄡˊ

ㄅㄨ

ㄅㄛˋ

ㄅㄧㄠ

ㄆㄢˋ

ㄅㄧˋ

aˊ

bidˋbidˋ bid

fadˊ

beuˊ biauˋ biau+ biauˇ pioˇ

009

a+ aˇ

anˋan^

擘 bagˋ bag^bag

001 ㄧㄚ

這麼004 恁 anˋ anˊ ngin^ ㄖㄣˋ

aˋ bbaˇ

發

015 飆

017 拚

裂

023 掊 撥開

bodˋ bod bodˋ

bid^018

022

撥開

026 晡 buˊ buˋ buˇ 申時

bue^ 掊開

椏

bidˊ

biang biangˇ

bagˋ baˊ

biangˋ biang^biangˋ

必

發作

詔安腔又音「bio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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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1批)
98.10.14.修正

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bunˇ 給 分佢錢 給他錢

被 分人罵 被罵 詔安腔用「得人罵」。

cad chadˋ chedˋ chad ㄔㄜˋ 觸擊 分電掣著 觸電 南四縣腔用「分電電著」。
cadˋ chad ched^ chadˋ 抽動 掣一下 抽動一下

029 站 cam cam+ camˋ camˊ cam ㄓㄢˋ 段 一站(仔) 一陣子
030 遰 ce cheˇ cheˋ cheˋ cheˇ ㄉㄧˋ 傳染 遰病 傳染疾病

ceˊ cheˋ che+ cheˇ 癡傻 憨痴 言行不合分際
(痴傻)

南四縣腔用「憨搭」。

ciiˊ chiˋ chi+ chiˇ 痴 迷痴 痴迷

032 噍 ceu ciau+ ciauˋ ciauˊ cio

ㄐㄧㄠˋ，
ㄐㄧㄠ，ㄐ
ㄧㄠˊ，ㄐ
ㄩㄝˊ

嚼 噍飯 嚼飯

cii ciˇ ciˋ ciˋ ci^ 刺(n) 骨刺 骨刺
qiagˋ ciag ciag^ ciagˋ ca^ 繡 刺繡 刺繡

034 飼 cii ci+ ciiˋ ciiˊ ci ㄙˋ 餵 飼飯 餵飯 詔安腔又音「cu」。

035 㓾 ciiˇ chi chiˇ chi ciˋ ㄑㄧˊ，
ㄒㄧ 殺 㓾豬 殺豬

正確無誤 著無？ 對嗎？

著 火著 本意為著火了，
喻生氣

中 著獎 中獎
定 定著 確定
得 著病 得病

doˋ doˊ do^ doˋ 以為 恅著 以為 南四縣腔用「覺著」。

037 亍 cogˋ chog chog^ chogˋ ㄔㄨˋ 閒晃 閒亍亍
(仔)

閒著沒事做 南四縣腔用「打ㄔ亍」。

038 踔 cogˋ chog chog^ chogˋ ㄓㄨㄛˊ 用腳掌推 踔田 除田草

039 在 coiˊ coiˋ coi+ coiˇ da ㄗㄞˋ 在 在哪？ 在哪裡？

各腔又音：

1、四縣腔：cai、coˊ、cog、qiˊ、teˊ、tiˊ、toˊ、di、do等。

2、海陸腔cai+、coˋ、cogˋ、ciˋ、teˋ、tiˋ、toˋ、diˇ、doˇ等。

3、大埔腔caiˋ、co+、cogˋ、ci+、te+、ti+、to+、diˋ、doˋ等。

4、饒平腔：caiˊ、coˇ、cog、ciˇ、teˇ、tiˇ、toˇ、diˊ、doˊ等。

5、詔安腔：cai、zai、coiˇ等。

040 捽 cud cudˋ cudˋ cud cudˋ ㄗㄨˊ， 
ㄗㄨㄛˊ 擦拭 捽玻璃 擦玻璃

041 搐 cug chugˋ chugˋ chug ㄔㄨˋ， 
ㄔㄡ 上下震動 搐籤筒 上下搖動籤筒

042 伸 cunˊ chunˋ chun+ chunˇ chinˇ ㄕㄣ 剩餘 伸錢 剩錢 詔安腔又音「chin」。

043 嗒 dab dabˋ dabˋ dab ㄊㄚˋ， 
ㄉㄚ 嚐 零嗒 零嘴

chedˊ

chiˇ

ㄘˋ

 ㄓㄨㄛˊ
，ㄓㄠˊ
，˙ㄓㄜ

ㄔ，ㄔˊ

choo

ㄈㄣ，  
ㄈㄣˋbunˇbun+027 分 bunˊ bunˋ

痴

033 刺

028

031

掣

036 著 cog chogchogˋ chog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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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1批)
98.10.14.修正

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044 笪 dadˋ dad dad^ dadˋ
ㄉㄢˋ， 
ㄉㄚˊ

平面狀竹
片編織物

竹笪(仔) 用竹子編織而成
的柵欄

dagˋ dag dag^ dagˋ tu 逐一 逐儕 每人
giugˋ giug giug^ giugˋ 追逐 走相逐 賽跑 海陸腔又用「走追仔」，詔安腔用「走相捎」。

046 戴 dai daiˇ daiˋ daiˋ ㄉㄞˋ 住 戴新竹 住在新竹 南四縣腔用「歇 hiadˋ」、詔安腔用「蹛 dai^」。

dam damˇ dam+ damˋ tam^ 伸 探根 伸根

damˊ damˋ dam+ damˇ tam^ 探 探頭 探頭
tam tam+ tamˋ tamˊ tam^ 搭 探橋 搭橋
tamˊ tamˋ tam+ tamˇ tam^ 伸出 探手 探手
tamˋ tamˇ tam^ tamˋ tam^ 探 打探 打探 南四縣腔用「試探」。

048 旦 danˋ danˊ dan^ danˋ dan^ ㄉㄢˋ 本來 原旦 原本
049 垤 de deˇ deˋ deˋ deuˇ ㄉㄧㄝˊ 塊 一垤 一塊 南四縣用「塊 kuai」。
050 擲 deb debˋ debˋ deb ㄓˊ 投擲 擲球 投球 詔安腔用「擊 gidˋ」。
051 蹬 demˋ demˊ dem^ demˋ dem ㄉㄥˋ 蹬 蹬地泥 以腳蹬地

鳥竇 鳥巢
蜂竇 蜂巢

053 鬥 deu deuˇ deuˋ deuˋ deu^ ㄉㄡˋ 鬥接 鬥榫 接榫

054 篼 deuˊ deuˋ deu+ deuˇ ㄉㄡ 一種容器 豬篼 放置豬飼料的食
器

deuˊ deuˋ deu+ deuˇ 端 兜茶 端茶 詔安腔用「捧 pungˋ」。
deuˊ deuˋ deu+ deuˇ deuˇ 些 有兜 有些

deuˊ deuˋ deu+ deuˇ 們(人稱
複數)

𠊎(這)兜 我們 南四縣腔用「𠊎等」、大埔腔用「吾這兜」、詔安腔用「
𠊎人」。

056 對 di diˇ duiˋ diˋ doi^ ㄉㄨㄟˋ 從 對哪來？ 從哪裡來？

各腔又音：
1、四縣腔：dui、du、tiˊ、toˊ等。
2、海陸腔：duiˇ、du、duˇ、tiˋ、toˋ等。
3、大埔腔：duiˋ、duˋ、ti+、to+等。
4、饒平腔：doˋ、duiˊ、duˊ、tiˇ、toˇ等。

扣上 扚鈕(仔) 暗扣
1、各腔又音：四縣腔「dag」、海陸腔「dagˋ」、大埔腔「dag
ˋ」、饒平腔「dag」、詔安腔「dagˋ」。
2、南四縣腔用「扚扣仔」。

彈 扚耳公(空) 彈耳朵
058 恬 diamˊ diamˋ diam+ diamˇ diamˇ ㄊㄧㄢˊ 安靜 恬靜 寂靜
059 展 dienˋ dienˊ dien^ dienˋ deen^ ㄓㄢˇ 展 好展 愛現
060 dinˊ dinˋ din+ dinˇ 繞行   一圈 繞行一圈 詔安腔用「踅 se」。
061 碫 don donˇ donˋ donˋ ㄉㄨㄢˋ 階 石碫 石階 詔安腔用「坎 kam^ /巖 ngam^ 」。

don donˇ donˋ don^ ㄉㄨㄢˋ 判 斷真 果真
donˋ donˊ don^ 截斷 斷粢粑 斷粢粑

063 揬 dudˋ dud dud^ dud dudˊ ㄊㄨˊ 輕輕碰觸 揬佢知 輕輕碰觸使他知

064 涿 dugˋ dug dug^ dugˋ duˊ ㄓㄨㄛˊ
，ㄓㄨㄛ 淋 涿雨(水) 淋雨

ㄉㄧㄠˇ

ㄉㄡ

巢穴

ㄓㄨˊ

ㄊㄢˋ，
ㄊㄢ

ㄉㄡˋ

diagˋ diag diagˋdiagˋdiag

詔安腔用「藪 seu^」。

062 斷

057 扚

055 兜

052

045 逐

竇

探047

deuˇ deuˋ deuˋdeu

don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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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1批)
98.10.14.修正

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啄 雞啄米 雞啄米

啄目睡 打瞌睡

066 頓 dun dunˇ dunˋ dunˋ dun^
ㄉㄨㄣˋ
，ㄉㄨˊ

用力往下
擊

頓井 鑿井

067 楯 dunˋ dunˊ dun^ dunˋ ㄕㄨㄣˇ 桿 電線楯 電線桿

068 鐓 dunˊ dunˋ dun+ dunˇ
ㄉㄨㄣ，
ㄉㄨㄟˋ 截去 鐓樹尾

(仔)
截去樹尾 南四縣腔用「劈樹尾」、「鋸樹尾」。

069 揰 dungˋ dungˊ dungˋ dung dung ㄔㄨㄥˋ 頂、戳 揰一空 戳一個洞
1、南四縣腔用「頓 dun」。

2、海陸腔及饒平腔又音「dung」。
eˋ 雞(仔) 雞
eˇ 棗(仔) 棗子

071 揞 emˊ emˋ em+ emˇ emˇ ㄢˇ 掩蓋 揞等 掩著 大埔腔用「揞緊」或「揞核」、詔安腔用「揞蹛」。

072 enˊ enˋ en+ enˇ enˇ 我們   兜人 我們(包括聽話
者)

南四縣腔用「𠊎等人」、詔安腔用「  人」，詔安腔又音
「eenˇ」。

073 熰 eu euˇ euˋ euˋ eu^ ㄡ 燜燒 熰火爐堆 燜燒垃圾堆
074 漚 eu euˇ euˋ euˋ eu^ ㄡˋ，ㄡ 久雨 漚雨(水) 霪雨
075 惑 fed fedˋ fedˋ fed fooˊ ㄏㄨㄛˋ 欺騙 惑人 騙人 南四縣腔用「騙人」。

fid fidˋ fidˋ fid 搖 拂尾 搖尾 海陸腔又音「vidˋ」、饒平腔又音「vid」。
fin finˇ finˋ finˋ 搖 拂頭 搖頭

077 痕 finˇ hiun finˇ hiun funˋ ㄏㄣˊ 痕 一條痕 一條痕 南四縣音「hunˇ」或「funˇ」。
078 伙 foˋ foˊ fo^ foˋ foo^ ㄏㄨㄛˇ 炊爨 伙房屋 宗族聚居的房子

079 㧾 fud fudˋ fudˋ fud ㄏㄨ，  
ㄗㄨㄥˇ 打 㧾人 打人 詔安腔用「𢫦 ma」。

080 窟 fudˋ fud kud^ kudˋ kudˊ ㄎㄨ 坑洞 水窟 水坑

gabˋ gab gab^ gabˋ gabˊ 合 合藥(仔) 配藥

gagˋ gag gag^ gagˋ habˋ 合 合身 合身 南四縣腔音「hab」。
kabˋ kab gab^ kabˋ gabˊ 度量單位 一合米 一合米

082 減 gamˋ gamˊ gam^ gamˋ giam^ ㄐㄧㄢˇ 削減 飯減兜
(仔)分你

飯撥些給你

083 監 gamˊ gamˋ gam+ gamˇ gamˇ ㄐㄧㄢ 強迫 監人食 勉強別人吃
084 徑 gang gangˇ gangˋ gangˋ gang ㄐㄧㄥˋ 絆 徑著人 絆到人 詔安腔又音「gangˇ」。
085 筊 gau gauˇ gauˋ gauˋ gau^ ㄐㄧㄠˋ 筊 聖筊 聖筊

gauˋ gauˊ gau^ gauˋ gau^ 攪動 攪穀 攪動風車篩穀

giauˊ giauˋ giau+ giauˇ gio 攪拌 攪紅毛泥 攪拌水泥
087 該 ge gai gaiˋ gai ㄍㄞ 那 該片 那邊 詔安腔用「遐 gaˊ」。

088 个 ge gaiˇ gai+ gaiˋ gai^
ㄍㄜˋ，  
 ˙ㄍㄜ， 
 ㄍㄜˇ

的 佢个 他的 詔安腔又音「eˇ」。

089 佢 giˇ gi giˇ gi guiˋ ㄑㄩˊ 他 𠊎你佢 我你他
090 遽 giagˋ giag giag^ giagˋ ㄐㄩˋ 快 遽去 快去 詔安腔用「緊 gin^」。

dugˋ ㄓㄨㄛˊ

ㄏㄜˊ， 
ㄍㄜˇ

ㄐㄧㄠˇ

ㄗㄞˇ，
ㄗˇ

ㄈㄨˊ， 
ㄅㄧˋ

dug

070 仔

拂076

065 啄 dugˋ

大埔腔無「仔」尾詞。詞尾er

duˊdug^

erˋ aˋ

081

086 攪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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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giemˇ giem giemˇ 蓋 弇蓋 蓋上蓋子
各腔又音：四縣腔「kiemˇ」、海陸腔「kiem」、大埔腔
「kiemˇ」、饒平腔「kiem」。

kiemˇ kiem kiemˇ 罩 雞弇 罩雞的器具 南四縣腔又音「kimˇ」。
092 噭 gieu giauˇ gieuˋ ㄐㄧㄠˋ 哭 噭眵 哭泣 饒平腔用「唩 voˋ」、詔安腔用「唩 bboo^」。
093 钁 giogˋ giog giog^ giogˋ gioˊ ㄐㄩㄝˊ 鋤 钁頭 鋤頭
094 勼 giu giu giuˋ giu giuˇ ㄐㄧㄡ 縮 勼帶 鬆緊帶 海陸腔又音「giuˋ」。
095 挶 giug giugˋ giugˋ giugˋ giuˊ ㄐㄩˊ 悶住 挶屎 傲慢
096 焗 giugˋ giug giug^ giugˋ giuˊ ㄐㄩˊ 蒸製 焗酒 蒸製酒

097 降 giung giungˇ giungˋ giungˋ giungˇ ㄐㄧㄤˋ 生 降子 生小孩 1、南四縣腔用「降嬰兒」、詔安腔用「降細子」。2、詔安腔
又音「giunnˇ」。

098 過 goˊ goˋ go+ goˇ gooˇ ㄍㄨㄛˋ 消磨 鞋踭過忒 鞋底磨損掉

099 膏 goˇ go goˇ go gooˋ ㄍㄠ，  
ㄍㄠˋ 塗抹 膏藥(仔) 抹藥

100 𢼛 gog gogˋ gogˋ gog kogˋ ㄍㄜˊ，  
ㄍㄨㄛˊ 敲 𢼛菸屎 敲菸灰

101 确 gog gogˋ gogˋ kog kogˋ ㄑㄩㄝˋ 杯狀物 牙确(仔) 漱口杯
南四縣腔又音「kog」、海陸腔又音「kogˋ」、大埔腔又音

「kogˋ」。

102 胲 goiˊ goiˋ goi+ goiˇ goiˇ ㄍㄞ，  
ㄍㄞˇ 胲 蛤蟆胲 下巴頦

103 跍 guˊ ku gu+ ku guˋ ㄎㄨ 蹲 跍等 蹲著 大埔腔用「跍緊」、詔安腔用「跍蹛」。
104 痀 guˊ guˋ gu+ guˇ guˇ ㄐㄩ 駝背 痀背 駝背 南四縣腔用「匍背」。

guˊ guˋ gu+ kuˇ guˇ 渣 茶箍 肥皂
kieuˊ kieuˋ kieu+ kieuˇ kieuˇ 圈 桶箍 桶箍

106 𧊅 guaiˋ guaiˊ guai^ guaiˋ guai^ ㄍㄨㄞˇ 蛙 𧊅  (仔) 蝌蚪 海陸腔及饒平腔用「𧊅蠕仔」、大埔腔又用「江雞𧊅」、詔安
腔「鴨嫲𧊅仔」。

107 梗 guangˋ guangˊ guang^ guangˋ guang^ ㄍㄥˇ 莖 樹梗 樹幹
108 莖 guangˋ guangˊ guang^ guangˋ guang^ ㄐㄧㄥ 莖 菜莖 菜梗
109 桱 guangˊ guangˋ guang+ guangˇ gang^ ㄐㄧㄥˋ 木條 橫桱 橫木條

ha hauˇ ka+ kaˋ ka^ 較 較細 比較小 南四縣腔用「過」。
ka ka+ ha^ 較 較細 比較小
ha kaˋ 再怎麼 較好 再怎麼好

111 𤸱 habˋ hab hab^ habˋ ㄎㄞˋ 哮喘病 發𤸱 患哮喘病

112 蓋 habˋ hab hab^ habˋ habˊ ㄍㄞˋ 老菜葉 菜蓋 老菜葉

113 歇 hed ㄒㄧㄝ 住 歇苗栗 住苗栗 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用「戴」，詔安腔用「蹛」。
114 核 hed hedˋ hedˋ hed hedˋ ㄏㄜˊ 止 坐毋核 坐不住 大埔腔及南四縣腔詞尾亦用「核」。
115 緪 henˇ hen henˇ hen anˋ ㄍㄥ 緊 緪繃繃 緊繃繃
116 翕 hibˋ hib hib^ hibˋ hibˊ ㄒㄧˋ 悶 翕熱 悶熱
117 熻 hibˋ hib hib^ hibˋ hibˊ ㄒㄧ 燜 熻菜 燜菜
118 羴 hien hienˇ hienˋ hienˋ hien^ ㄕㄢ 氣味 羴頭 氣味 南四縣腔用「臊味」。

ㄧㄢˇ

ㄍㄨ

kebˊ

ㄐㄧㄠˋ較110

kiem

haˋhaˇ

105 箍

091 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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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1批)
98.10.14.修正

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119 䘆 hienˋ hienˊ hien^ hienˋ fien^ ㄑㄧㄢˇ 蚯蚓 䘆公 蚯蚓

1、南四縣腔音「hianˋ」、海陸腔又音「kienˊ」、饒平腔又音

「fenˋ」、「kienˋ」。

2、海陸腔、大埔腔、詔安腔另用「蟲䘆」。

120 梟 hieuˊ hiauˋ hiau+ hiauˇ hiauˇ ㄒㄧㄠ，
ㄐㄧㄠ 訛詐 梟人 佔人便宜

121 熇 hogˋ hog hog^ hogˋ  ㄎㄠˇ 烘 熇燥 烘乾 詔安腔用「烘 hangˇ」。

122 頦 hoiˇ hoi hoiˇ hoi goiˇ
ㄏㄞˊ， 
ㄎㄜ，  
ㄎㄜˊ

腮 頦腮 腮

123 旱 honˊ honˋ hon+ honˇ ㄏㄢˋ 放水 旱水 放水 詔安腔用「放水」。

124 䟘 hong hongˇ hongˋ ㄍㄤˇ，  
ㄏㄤˋ 起 䟘床 起床 詔安腔用「起 ki^ 」。

125 項 hong hong+ hong+ hongˊ ㄒㄧㄤˋ 上 肚項 裡面 詔安腔用「上 shong」。

126 這 iaˋ liaˊ lia^ liˋ liaˊ ㄓㄜˋ， 
ㄓㄟˋ 這 這位 這裡

127 扡 iaˋ rhaˊ rha^ rhaˋ bbia^ 一ˇ 抓 一扡 一把

128 蝶 iag rhagˋ rhagˋ rhag rhia ㄉㄧㄝˊ 蝶 揚蝶(仔) 蝴蝶
1、海陸腔、饒平腔用「蝶仔」表示蝴蝶。

2、南四縣腔音「iab」。
sam^ 灑 掞石灰 灑石灰

抖動 掞腳 抖腳
130 縈 iangˊ rhangˋ rhang+ rhangˇ ㄧㄥˊ 纒繞 縈線 纒線
131 枵 iauˊ iauˋ iau+ iauˇ iauˇ ㄒㄧㄠ 餓 肚枵 肚子餓 南四縣腔用「肚飢」。

iog rhogˋ rhogˋ rhiog rhio 若 若是 若是

na na+ na+ naˊ na^ 若 若係 若是 南四縣腔又音「naˊ」。
ngiaˊ ngia ngia+ ngia 你的 若 你的 詔安腔用「你个  henˋ e」。

133 輒 jiab ziabˋ ziabˋ ziab ziabˋ ㄓㄜˊ 常 輒常 時常 南四縣腔又音「diab」，詔安腔又音「ciabˋ」。
134 蘸 jiamˋ ziamˊ ziam^ ziamˋ ㄓㄢˋ 沾 蘸豆油 沾醬油 南四縣腔、詔安腔用「搵豆油」。
135 尖 jiamˊ ziamˋ ziam+ ziamˇ ziamˇ ㄐㄧㄢ 擁擠 尖車 擠車
136 腈 jiangˊ ziangˋ ziang+ ziangˇ ㄐㄧㄥ 精肉 腈豬肉 瘦豬肉 詔安腔用「瘦豬肉」。
137 靚 jiangˊ ziangˋ ziang+ ziangˇ ziangˇ ㄐㄧㄥˋ 美 恁靚 很美 南四縣腔用「鬧 nau」。
138 箭 jien zienˇ zienˋ zienˋ ㄐㄧㄢˋ 使勁地蹬 箭自行車 踩腳踏車 詔安腔用「蹬 dem」。

139 刻 kadˋ kad kad^ kadˋ ㄎㄜˋ， 
ㄎㄜ 責罵 分人刻 被人責罵 詔安腔用「罵 ma」。

140 揢 kag kagˋ kagˋ kag ka
ㄎㄜˋ， 
ㄎㄜˊ 握 揢拳頭 握拳頭

141 㧡 kaiˊ kaiˋ kai+ kaiˇ kainnˇ ㄏㄞˋ， 
ㄨㄟˋ 挑 㧡擔 挑擔

142 崁 kam kamˇ kamˋ kamˋ kam^ ㄎㄢˇ 崁 田崁 田崁
143 坎 kamˋ kamˊ kam^ kamˋ kam^ ㄎㄢˇ 間 一坎店 一間店
144 磡 kamˋ kamˊ kam^ kamˋ ㄎㄢˋ 壓 磡下來 壓下來 詔安腔用「矺 zaˊ」。

ㄕㄢˋ

ㄖㄨㄛˋ

掞129

132

rhamˋ rhamˊiam rham+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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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1批)
98.10.14.修正

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145 企 kiˊ kiˋ ki+ kiˇ kiˇ ㄑㄧˋ 站立 企等 站著 大埔腔用「企緊」、詔安腔用「企蹛」。
146 擎 kiaˇ kia kiaˇ kia kiaˋ ㄑㄧㄥˊ 舉 擎手 舉手 南四縣腔又音「kiangˇ」。
147 儆 kiang kiang+ kiangˋ kiangˊ kiang^ ㄐㄧㄥˇ 惜 儆惜 節省、愛惜 南四縣腔用「省儆」。
148 慶 kiang kiangˇ kiangˋ kiangˋ kiang^ ㄑㄧㄥˋ 能幹 當慶 很能幹 南四縣腔用「蓋能」、「蓋會」、「蓋璧 biagˋ」。。
149 喫 kie kieˇ kieˋ kieˋ ke^ ㄔ 啃 喫骨頭 啃骨頭 南四縣腔用「咬骨頭」。
150 揜 kiebˋ kieb kieb^ kiebˋ kebˊ ㄧㄢˇ 蓋 揜起來 蓋起來
151 蹶 kied kiedˋ kiedˋ kied ㄐㄩㄝˊ，

ㄐㄩㄝˇ 爬 蹶山 爬山 南四縣腔、詔安腔用「跋山」。

152 缺 kiedˋ kied kied^ kiedˋ kiedˊ ㄑㄩㄝ 缺 缺虧 吃虧 南四縣腔音「kiad」。
153 桊 kien kienˇ kienˋ kienˋ kien^ ㄐㄩㄢˋ 穿孔 桊針 穿針線 南四縣腔音「kian」。
154 絭 kien kienˇ kienˋ kienˋ kien^ ㄐㄩㄢˋ 平安符 戴絭 戴平安符 南四縣腔音「kian」。
155 菣 kien kienˇ kienˋ kienˋ kien^ ㄑㄧㄣˋ 加香料 菣香 烹飪時加入香料 南四縣腔音「kian」。
156 衿 kimˊ kimˋ kim+ kimˇ kimˇ ㄐㄧㄣ 衣衿 大衿衫 大衿袿子 四縣腔又音「kimˇ」。

157 𤸁 kioi kioiˋ ㄏㄨㄟˋ 疲累 當𤸁 很累
海陸腔、饒平腔、詔安腔用「悿  tiam^」。南四縣腔用「蓋
悿」。

158 臼 kiuˊ kiuˋ kiu+ ㄐㄧㄡˋ 心臼 媳婦 饒平腔用「心婦」、詔安腔用「新婦」。
159 跼 kiug kiugˋ kiugˋ kiug ㄐㄩˊ 關 跼雞(仔) 把雞關起來 詔安腔用「弇  kem^」。

160 𤌍 kogˋ kog kog^ kog ㄏㄨˊ 燜烤 𤌍窯(仔) 燜烤(番薯) 北四縣腔用「煨番薯」、南四縣腔用「暗番薯」、詔安腔用
「焢 kong^」。

161 囥 kong kongˇ kongˋ kongˋ kong^ ㄎㄤˋ 藏 囥起來 藏起來 南四縣腔用「庰 biang」。
ku ku+ kuˋ kuˊ ku 拄 怙杖(仔)/怙棍(仔) 1、拄拐杖2、拐杖

uˊ 父 阿怙 爸爸
163 擐 kuan kuan+ kuanˋ kuanˊ kuan ㄏㄨㄢˋ 提 擐包袱 提包袱

kung kungˇ kungˋ kungˋ kung^ 零 一百空二 一百零二
kungˊ kungˋ kung+ kungˇ kungˇ 運氣 好空 好處 南四縣腔「好空」之「空」音為「kangˊ」。

laˇ laˋ 縫隙 手指罅 手指縫 詔安腔用「手指縫」。
la+ laˊ la 夠 毋罅 不夠

166 漯 labˋ lab lab^ labˋ labˊ
ㄊㄚˋ， 
ㄌㄨㄛˋ 陷 漯落去 陷下去

167 𤊶 ladˋ lad lad^ ladˋ ㄌㄚˋ 乾粑 飯𤊶 鍋巴
168 烈 ladˋ lad lad^ ladˋ ㄌㄧㄝˋ 烈 日頭當烈 太陽很猛 詔安腔用「猛 mang^」。

169 倈 lai laiˇ laiˋ laiˋ ㄌㄞˊ， 
ㄌㄞˋ 男孩 倈(仔) 兒子 詔安腔用「後生」。

170 涎 lanˊ lanˋ lan+ lanˇ lanˇ ㄒㄧㄢˊ
，ㄧㄢˋ 口水 口涎水 口水

脫落 落下頷 下巴脫落
設計 落(仔) 騙子

labˋ lab lab^ labˋ loo 後 落尾 殿後
172 恅 lauˋ lauˊ lau^ lauˋ ㄌㄠˇ 以為 恅著 以為 南四縣腔用「覺著」，詔安腔用「叫 gio」。

和 𠊎摎你 我和你 南四縣腔及大埔腔用「同」，詔安腔用「和 ham」。
把 摎飯食忒 把飯吃掉 1、南四縣腔用「飯食淨來」。2、詔安腔用「拁 gaˇ」。

174 遶 lauˊ lauˋ lau+ lauˇ lauˇ ㄖㄠˋ 遊 遶山花 遊山玩水

ㄐㄧㄡ

ㄏㄨˋ

ㄌㄨㄛˋ
， ㄌㄚˋ

162

164 空

173 摎

171

165

lauˊ

罅 la laˋ

lauˋlau lauˇ
落

怙

lauˇlauˋ

ㄒㄧㄚˋ

ㄎㄨㄥ，
ㄎㄨㄥˋ

lauˋ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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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扐 led ledˋ ledˋ led ㄌㄜˋ， 
ㄘㄞˊ 提抱 扐石頭 抱起石頭

176 嘍 leu leuˇ leuˋ leuˋ leuˇ ㄌㄡˊ 叫過來 嘍雞 呼雞
177 瘻 leuˇ leu leuˇ leu ㄌㄡˊ 腫塊 起瘻 頭上起腫塊

178 㼓 liam liamˇ liamˋ niamˋ liam^ ㄌㄧㄢˊ 瓣
柑(仔)一
㼓

橘子一瓣
1、四縣腔又音「lim」，海陸腔又音「niamˇ」。
2、南四縣腔又用「一孔」。

179 令 liang liang+ liangˋ liangˊ ㄌㄧㄥˋ 謎語 令(仔) 謎語 詔安腔用「謎猜」。
180 尞 liau liau+ liauˋ liauˊ  leeu ㄌㄧㄠˋ，

ㄌㄧㄠˇ 玩、休息 放尞 放假

181 撩 liauˇ liau liauˇ liau ㄌㄧㄠˊ
，ㄌㄧㄠ 逗弄 撩人 戲弄人

182 啉 limˊ limˋ lim+ limˇ limˇ ㄌㄢˊ， 
ㄌㄢˋ 飲 啉酒 喝酒

183 淋 limˇ lim limˇ lim ㄌㄧㄣˊ 澆 淋水 澆水 詔安腔用「沃 bbuˊ」。
184 膦 linˋ linˊ lin^ linˋ linˇ ㄌㄧㄢˇ，

ㄌㄧㄣˊ 陰莖 膦棍 陰莖
185 攣 lionˇ lien lionˇ lien lienˋ ㄌㄩㄢˊ 縫 攣衫褲 縫衣服

186 攞 loˊ lauˋ lo+ lauˇ ㄌㄨㄛ，
ㄌㄨㄛˇ 攙和 攞味 和菜汁或湯 北四縣腔又音「lauˊ」。

撫 捋鬚 捋鬚
打 捋人 打人
擠 捋乳 擠奶

188 鹵 luˊ luˋ lu+ luˇ luˇ ㄌㄨˇ 鏽 生鹵 生鏽
189 攎 luˇ lu luˇ lu ㄌㄨˊ 捲 攎手捋腳 捲起衣袖褲管 詔安腔用「捋衫摺褲」。
190 熝 lug lugˋ lugˋ lug lu ㄌㄨˋ 燙 熝傷 燙傷

未 毋識見 未曾見過
不 毋識人 不認得人

192 麼 maˋ maˊ ma^ maˋ bbo^ 
ㄇㄚˊ， ˙
ㄇㄜ 何？ 麼(个)

人？
何人？

193 嫲 maˇ ma maˇ ma maˋ ㄇㄚˋ， 
ㄇㄚˊ 雌 公嫲 雄雌

194 蕒 magˋ mag mag^ mag ㄇㄞˇ 萵苣 蕒(仔) 萵苣 詔安腔用「鵝菜」。

195 㿸 man man+ manˋ manˊ man ㄇㄢˊ， 
ㄨㄢˇ 膚垢 生㿸 長膚垢

最小的 滿子 么兒
1、次，
量詞2、
時間詞

這滿 1、這次2、現在 大埔腔僅用於時間詞。詔安腔用「這嘛」。

197 吂 mangˇ mang mangˇ mangˇ mangˇ ㄇㄤˊ， 
ㄇㄤˋ 還沒 吂來 還沒來

198 乜 me meˇ me+ meˋ ㄇㄧㄝ，
ㄋㄧㄝˋ 也 𠊎乜愛 我也要 詔安腔用「嘛  maˇ」。

199 姆 meˊ meˋ me+ meˇ ㄇㄨˇ 母 阿姆 媽媽 1、詔安腔「阿依  aˇ i 」。2、饒平腔、詔安腔另用「阿
㜷」。

200 搣 medˋ med med^ medˋ ㄇㄧㄝˋ 舞弄 搣衰人 把人搞慘了 1、南四縣腔音為「miedˋ」。2、詔安腔用「亂衰」。

man^

lodˊ

mˋ

滿196

191 毋

lodˋ捋187

mˇ m

manˇ

m

lod lodˋ lod

man+manˊ manˋ

mˇ
ㄨˊ，   
ㄇㄨˇ

ㄇㄢˇ

ㄌㄜˋ，　
ㄌㄩˇ， 
ㄌㄨㄛ

第 8 頁，共 12 頁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1批)
98.10.14.修正

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201 愐 menˋ menˊ men^ menˋ ㄇㄧㄢˇ 想 愐心事 想心事 詔安腔用「想  siong」。
202 覓 mi mi+ miˋ miˊ mi ㄇㄧˋ 水中摸取 覓蜆(仔) 摸取河蜆

沒有 無錢 沒錢
要嗎？ 愛無？ 要嗎？

muˋ muˊ mu^ muˋ bbu^ ㄨˇ 舞弄 舞衰人 把人搞慘了
vuˋ vuˊ vu^ vuˋ bbu^ 舞 跳舞 跳舞

205 你 nˇ ngi hnˇ ngi henˋ ㄋㄧˇ 你 你去 你去 四縣腔又音「ngˇ」、大埔腔又音「hnˇ」。
206 那 naˇ na naˇ na naˋ ㄋㄚˋ 頭那 頭部

207 㖸 nagˋ nag nag^ nagˋ ㄐㄩㄝˊ
，ㄒㄩㄝ 笑 㖸死人 笑死人

208 哪 nai nai+ neˋ niˊ ni ㄋㄚˇ 哪 哪位？ 哪裡？
209 揇 namˋ namˊ nam^ namˋ ㄋㄢˇ 抱 揇細人 抱小孩 詔安腔用「攬  lam^」。

nau nauˇ nauˋ nauˋ nau^ ㄋㄠˇ 惱 懊惱 懊惱
nauˊ nauˋ nau+ nauˇ 討厭 得人惱 令人厭 詔安腔用「得人慼」。

211 竻 nedˋ ned ned^ nedˋ ledˊ ㄌㄜˋ 刺 竻竹 刺竹

212 捏 nedˋ ned ned^ nedˋ nedˊ ㄋㄧㄝ，
ㄋㄧㄢˇ 捏 捏斷 捏斷 詔安腔又音「needˊ」。

213 醹 neuˇ neu neuˇ neu neeuˋ ㄖㄨˊ 濃稠 血醹 高血脂
214 吾 ngaˊ nga nga+ nga ㄨˊ 我的 吾爸 我的爸爸 詔安腔用「𠊎个  ngaiˋ e」。
215 𠊎 ngaiˇ ngai ngaiˇ ngai ngaiˋ ㄞˊ 我 𠊎个 我的 海陸腔又音「ngaiˊ」。
216 頷 ngamˋ ngamˊ ngam^ ngamˋ ㄏㄢˋ 點 頷頭 點頭 詔安腔用「頕頭 dom^  teuˋ」。
217 𪘒 ngamˊ ngamˋ ngam+ ngamˇ ngamˇ ㄏㄢˊ 頷 下𪘒 下巴

ngia ngiaˇ ngiaˋ ngiaˋ rhia^ 不順 惹杈 枝節橫生 原意為樹枝橫生，引申為「阻礙」。
ngiaˊ ngiaˋ ngia+ ngiaˇ rhia^ 惹 惹事 惹事 原意為枝節橫生，引申為「阻礙」。

219 凹 ngiabˋ ngiab ngiab^ ngiabˋ ㄠ，ㄧㄠ
，ㄨㄚ 凹陷 凹落去 凹下去 詔安腔用「塌  labˊ/ lobˊ」。

220 𥍉 ngiabˋ ngiab ngiab^ ngiabˋ ngiabˊ ㄕㄜˋ 閃爍 𥍉爧 閃電
221 攝 ngiabˋ ngiab ngiab^ ngiabˋ ㄕㄜˋ 捲 攝衫袖 捲袖子 詔安腔用「捋」。

222 捻 ngiabˋ ngiab ngiab^ ngiabˋ ㄋㄧㄢˇ
，ㄋㄧㄝ 拈合 捻菜包 包菜包 詔安腔用「捏 need ˊ」。

223 䀴 ngiangˊ ngiangˋ ngiang^ ㄎㄥ，  
ㄧㄥˇ 看 䀴著 看到

224 撚 ngienˋ ngienˊ ngien^ ngienˋ ㄋㄧㄢˇ 單手握擠 撚燥來 撚乾來 南四縣腔音「ngian」。

225 仰 ngiongˋ ngiongˊ ngiong^ ngiongˋ  ngiong ㄧㄤˇ 怎？ 仰般？ 怎樣？ 南四縣腔用「仰吔」、「仰仔」、大埔腔用「仰脣 」、詔安
腔用「仰子 」 。

226 噩 ngog ngogˋ ngogˋ ngog ㄜˋ 熬 噩夜 熬夜 海陸腔、詔安腔又用「耗夜」。
227 挼 noˇ no noˇ no nuiˋ ㄋㄨㄛˊ 搓 挼粄圓 搓湯圓

oˋ ongˇ 嬰兒 嬰兒
ongˋ ogˋ 嬰兒 嬰兒

229 屙 oˊ oˋ o+ oˇ ooˇ ㄜ 排泄 屙尿 尿尿
230 孲 oˇ o oˇ o ㄧㄚ 小孩 細孲(仔) 小孩子 詔安腔用「細子 」。
231 愛 oi oiˇ oiˋ oiˋ oi^ ㄞˋ 要 想愛 想要
232 哀 oiˊ oiˋ oi+ oiˇ oiˇ ㄞ 母親 爺哀 父母

moˋ

ㄧㄥ

ㄖㄜˇ

嬰 南四縣腔音「ongˊ」。詔安腔用「阿佅  aˇ moiˊ」。228 oˊ o+嬰

無203 moˇ mo

210 惱

204 舞

moˇ mo

惹218

ㄨˊ，   
ㄇㄛ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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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第1批)
98.10.14.修正

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paˋ pa+ paˇ 扒 划飯 扒飯
pa paˇ pa 划 划龍船 划龍舟

pad padˋ badˋ pad padˋ ㄅㄛ 撥動 撥索(仔) 打跳繩
padˋ pad pad^ pad padˋ 搧 撥扇(仔) 搧扇子

panˊ panˋ pan+ fanˇ fanˇ 翻 翻觔斗 翻跟斗 各腔又音：四縣腔「fanˊ」、海陸腔「fanˋ」、大埔腔
「fan+」、饒平腔「fanˇ」。

ponˊ ponˋ pon+ ponˇ 吐 翻血 吐血
236 盤 panˇ pan panˇ pan panˋ ㄆㄢˊ 轉換 盤車 轉乘車輛
237 蝠 pid pidˋ pidˋ pid bidˊ ㄈㄨˊ 蝙蝠 蝠婆 蝙蝠
238 片 pienˋ pienˊ pien^ pienˋ peen^ ㄆㄧㄢˋ 邊(方位) 東片 東邊
239 贌 piog piogˋ piogˋ piog ㄆㄨˊ 租 贌田 租田

240 胮 pongˇ pong pongˇ pongˋ ㄆㄤ，  
ㄆㄤˊ 腫塊 起胮 腫起來

241 䀯 pu pu+ puˋ puˊ pu ㄅㄨˇ 暗中監視 䀯賊(仔) 暗中監視小偷動
靜

242 烳 puˇ pu puˇ pu puˋ ㄆㄨˇ 用小火煮 烳茶 煮開水 南四縣用「煲茶」、「煮滾水」。

243 浡 pud pudˋ budˋ pud pudˋ ㄅㄛˊ 滿溢而出 浡出來 液體或氣體滿溢
出來

244 pug pugˋ pugˋ pug pogˋ 疙瘩 起 被蚊蟲叮咬引起
小腫塊

南四縣腔用「起胮　pongˇ」。

覆菜 覆菜
碗覆落去 把碗倒置

246 歕 punˇ pun punˇ pun punˋ
ㄆㄣ，  
ㄆㄣˋ，  
ㄈㄣˋ

吹 歕火 吹火

247 萋 qiˊ ciˋ ci+ ciˇ cinnˇ ㄑㄧ 鮮 萋頭 光鮮亮麗
米篩 米篩
米篩目 一種客家米食

249 粢 qiˇ ci ciˇ ci ㄗ，ㄘˊ 粢粑 粢粑 粢粑
250 磬 qinˋ cinˊ cinˋ cinˋ ㄑㄧㄥˋ 彎折 頭磬磬 頭低低 詔安腔用「頭犁犁」。
251 尋 qimˇ cim cimˇ cim cimˋ ㄒㄩㄣˊ 找 尋頭路 找工作
252 躍 qiogˋ ciog ciog^ ciogˋ ㄩㄝˋ 躍 躍上去 躍上去 詔安腔「傱  zongˋ」。
253 吮 qionˊ cionˋ cion+ cionˇ cionˇ ㄕㄨㄣˇ 吸吮 吮乳 吸奶
254 儕 saˇ sa saˇ sa shaˋ ㄔㄞˊ 人 別儕 別人 南四縣腔用「別人」。

255 煞 sadˋ sad sad^ sadˋ sadˊ ㄕㄚˋ， 
ㄕㄚ 猛 煞猛 勤奮

256 㘔 saiˊ saiˋ sai+ saiˇ ㄙㄞ，  
ㄙㄞˊ 吃 㘔飯 吃飯 俚俗語。

257 豺 saiˇ sai saiˇ sai saiˋ ㄔㄞˊ 饞 恁豺 很饞
飯粒 飯糝 飯粒
鬆散 濫糝 隨便

259 𤍒 sauˇ sau sauˇ sau
ㄌㄧㄠˋ，
ㄌㄧㄠˇ，
ㄌㄧㄠˊ

汆燙 𤍒菜 汆燙菜 詔安腔「燙  tong^」。

260 細 se seˇ seˋ seˋ se^ ㄒㄧˋ 小 細義 小心、客氣

paˋ

ㄈㄨˋ

ㄕㄞ

ㄏㄨㄚˊ

ㄈㄢ翻

258 糝 samˋ samˊ sam^ samˋ sam^

篩248 qiˊ siˋ

245 覆 pugˋ pug

ci+ ceˇ cheˇ

pug^ pugˋ puˊ

撥234

划 paˇ233

覆

235

ㄙㄢˇ

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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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261 舐 seˊ sheˋ she+ sheˇ seˇ ㄕˋ 舔 舐淨來 舔乾淨
262 息 sedˋ sed sed^ sedˋ sidˊ ㄒㄧˊ 曾孫 息嫲 曾孫 南四縣腔音「sebˋ」。

263 數 sii siiˇ siiˋ siiˋ su^
ㄕㄨˋ， 
ㄕㄨˇ ， 
ㄙㄨˋ

帳目 算數 算帳 南四縣腔又音「seu」。

𠊎斯愛去
唷

我可要去喔 句中助詞，強調。

卻 你有𠊎斯
無

你有我卻沒有

265 韶 shau shau shioˋ ㄕㄠˊ 明天 韶早 明天 四縣腔用「天光日」。

266 臊 soˊ soˋ so+ soˇ sooˇ ㄙㄠ，  
ㄙㄠˋ 騷 臊味 騷味

267 趖 soˇ so soˇ so sooˋ ㄙㄨㄛ 爬行 趖來趖去 爬來爬去

268 煞 sod sodˋ sodˋ sodˋ sadˊ ㄕㄚˋ，  
ㄕㄚ 結束 煞棚 落幕

269 爽 songˋ songˊ song^ songˋ song^ ㄕㄨㄤˇ 失 打爽 浪費、可惜
270 𢱤 sungˋ sungˊ sung^ sungˋ suˊ ㄙㄨㄥˇ 推 𢱤車(仔) 推車子
271 䌈 tagˋ tag tag^ tagˋ taˊ ㄊㄚˋ 綁 䌈粽(仔) 包粽子
272 埕 tangˇ tang changˇ chang ㄔㄥˊ 埕 禾埕 曬穀場 南四縣腔用「坪 piangˇ」、詔安腔用「坪 piangˋ」。
273 跈 tenˇ ten tenˇ ten tenˋ ㄋㄧㄢˇ 跟 跈等 跟著 大埔腔用「跈緊」、詔安腔用「跈蹛」。
274 毒 teu teu+ teuˋ teuˊ teu ㄉㄨˊ 毒殺 毒老鼠 毒殺老鼠
275 投 teuˇ teu teuˇ teu teuˋ ㄊㄡˊ 投訴 投人 向人投訴
276 悿 tiamˋ tiamˊ tiam^ tiamˋ tiam^ ㄊㄧㄢˇ 疲累 當悿 很累 南四縣腔用「蓋悿」。

決定 定婚 定婚
慢 定定(仔) 從容的

tenˇ 而已 定定 而已，用在句尾 南四縣腔用「恁呢」，「呢」音「niˇ」。

278 暢 tiong tiongˇ tiongˋ tiongˋ tiong^ ㄔㄤˋ 樂 當暢 很高興
1、詔安腔又音「tiunn^」。
2、南四縣腔用「蓋暢」、詔安腔用「真暢」。

279 綯 toˇ to toˇ to ㄊㄠˊ 拴 綯牛 拴牛 詔安腔用「䌈 taˊ」。

280 擇 tog togˋ togˋ tog too ㄗㄜˊ， 
ㄓㄞˊ 選擇 揀擇 挑選

281 揣 tonˇ ton tonˇ ton ㄔㄨㄞˇ 猜 揣令(仔) 猜謎語 詔安腔用「臆 rhioˊ ，臆謎猜」。
282 渡 tu tuˇ tuˋ tuˋ tu^ ㄉㄨˋ 帶 渡細人 帶小孩 詔安腔用「渡細子」。

勸 勸話 勸說
以為 𠊎話著 我以為

284 鑊 vog vogˋ vogˋ vog bboo ㄏㄨㄛˋ 大鍋 鑊蓋 鍋蓋
285 攉 vogˋ vog vog^ vogˋ ㄏㄨㄛˋ 丢 攉忒 丟掉 詔安腔用「抌  dim^」。

286 煨 voiˊ voiˋ voiˇ ㄨㄟ 煨 煨番薯 煨地瓜
南四縣腔用「暗番薯」、大埔腔用「𤌍番薯」、詔安腔用「熻
番薯」。

vudˋ vud vud^ vudˋ ㄨㄣˋ 拗彎 搵彎 拗彎
vun vunˇ vunˋ vunˋ bbunˆ 沾 搵豆油 沾醬油

ㄙ

ㄏㄨㄚˋ

277 定

264 斯

va va+ vaˋ

287 搵

話283

tin tin+ tinˋ tinˊ

vaˊ bba

ten

siiˇ sii sii+ sii

ㄉㄧㄥ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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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推薦用字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華語注音 華語 構詞用例 構詞釋義 備註

288 朏 vudˋ vud vud^ vudˋ ㄎㄨ 臀 尸朏/屎
朏

屁股 1、南四縣腔音「fudˋ」。2、詔安腔用「屎腹」。

289 炆 vunˇ vun vunˇ vun bbunˋ ㄨㄣˊ 燜煮 炆豬菜 燜煮豬食
290 汶 vunˇ vun vunˇ vun ㄨㄣˋ 渾 汶水 濁水
291 穡 xidˋ sid sid^ sidˋ sidˊ ㄙㄜˋ 農作物 作穡 耕種 詔安腔常用詞。
292 洩 xied siedˋ sied ㄒㄧㄝˋ 噴 洩農藥 噴農藥 南四縣腔、大埔腔、詔安腔用「射農藥」。
293 鮮 xienˊ sienˋ sien+ sienˇ ㄒㄧㄢ 清澈 鮮水 清水 詔安腔用「清 cinˇ」。

294 想 xiongˋ siongˊ siong^ siongˋ ㄒㄧㄤˇ 指脛部或
手臂

手想 手臂以下至腕的
部分

295 拶 zad zadˋ zadˋ zad zadˋ ㄗㄚˊ 密 拶腹 紮實

296 折 zadˋ zhad zhed^ zhadˋ zhedˊ
ㄓㄜˊ， 
ㄕㄜˊ 折 折福 折福 本意為折福，引申為不知惜福。

297 矺 zagˋ zag zag^ zagˋ zaˊ
ㄉㄚ，  
ㄓㄜˊ 壓 矺年錢 壓歲錢

298 㬹 zangˊ zangˋ zang+ zangˇ zangˇ ㄓㄥ 踵 腳㬹 腳跟
299 媸 zeˋ zheˊ zhe^ zheˋ ㄔ 醜 靚媸 美醜 詔安腔用「䆀 bbaiˇ」。
300 撍 zemˋ zemˊ zem^ zemˋ   ㄗㄢˇ 捺 撍印(仔) 蓋印章 詔安腔用「頓印子 」。
301 嘴 zoi zhoiˇ zhoiˋ zheˋ zhe^ ㄗㄨㄟˇ 嘴 嘴渴 口渴

302 轉 zon zhonˇ zhonˋ ㄓㄨㄢˇ，
ㄓㄨㄢˋ 倒下 壁轉忒 牆倒了 詔安腔用「倒 doo^」。

zudˋ 塞子 罌椊(仔) 瓶塞子 南四縣腔用「酒塞仔」。
zudˊ 塞擠 椊落去 塞進去

喙 鳥觜 鳥喙 詔安腔用「鳥嘴」。
啄 鳥(仔)觜 鳥啄人 詔安腔用「啄 duˊ」。

305 種 zung zhungˇ zhungˋ zhungˋ ㄓㄨㄥˇ，
ㄓㄨㄥˋ 栽 種崩崗 栽到懸崖下

ㄘㄨㄟˋ

ㄗ，    
ㄗㄨㄟˇ

304 觜 zuiˋ zuiˊ zui^ zuiˋ

椊 zud zudˋ zudˋ zud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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