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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七） 四十載輻轄十個職場始末篇(1) 

<前言和18%> i 

· 終於要開始叙述「没有生涯規書的生涯」的本文了 0

: 

i 首先我必須説明我為什磨要強調「没有生涯規書」9 因為 i 
l 畢業後真的我没有封於自己要走的路有什磨特別的想法、計 l 
i 璽，也没有預料到我的生涯會是現在的情況，也不曾料到我 i 
l 會営公務員，現在會依罪公務員的退休俸来維持餘生。雖然 l 
l 不是豊裕但還可以維持雨老的生活費，但是可不要以為公務 i 
i 員退休俸毎個人都如媒膊上所演染的那麿好，即使有所謂的 l 
I 18%, 也並不是毎一個人都如大家想像的那様好 0 有不合理 l 
i 的，也有合理的，究黄不合理的眼合理的比率有多少我也不 i 
i 知道，可能有恨多人也不知道。

i 就我所知道月退休俸的算法改了好幾次，又有好幾種算 j 
； 法，所以毎人的情況都不一様 0 一般公務員似乎越晩退休的 l 
l 越好，軍人、教師、政務官又比一般公務員（事務官）好， | 
l 的確有一些人退休後比在職時領得多，這是無論窓麿解繹都 l 
i 講不過去的，我覺得政府没有倣明確的説明是不封的。 i 
i 以我為例咆，我是在1993年退休的，也有領所謂的18 i 

％，並且我最後的官階也不低。

i 公務員的職階従ー職等到十四職等分為十四級，又可分 i 
i 為簡ヽ薦ヽ委任官。 一職等到六職等為委任官，七職等到九 i 
i 職等為薦任官，十職等到十四職等為簡任官，除了十四職等

i . 不分級外，其他職等又分三到五級 0 我提前三年退休最後的 • i
i 職階是十三職等三級，十三職等的最高級，所以説我的官階 l
l 可以算是最高的了 0 男外因為中間我在私人醤院和開業有八 l
i 年，因此我的公務員的年資二十七年，還差三年才能達満貫 i

： ...............................................................................................................................................................」









r ................................................................................................................................................................ i 

： （七） 四十載輛轄十個職場始末篇(2)

i <ム ;
・ ロ大醤院住院馨師時期> (1957"-'1960) ; 

i 嘗時的醤學院畢業生（嘗時台湾還只有雨家瞥學院，台 i 
l 大薔學院和國防瞥學院），台大畢業生大概分為雨條路，一條 i 

I 留在台湾ヽ 一條出國我新天地。出國的人的情況在前篇多少 I 
i 有一貼著墨，還有在本刊上也有他人 （雖不同領域） 的叙述 I 
l 可以藉以了解其梗概。留在台湾的人 則 大致可再分為雨類， i 

i 一為継績留在台大馨院黎展摘任教授到退休，退休後又在私 l 
i 人醤院擁任高職位織績享受其台大教授的光環，男 一為走出 l 
i 台大醤院或地方醤院後開業這雨條路。
· 我於1957年6月自台大醤學院醤學系畢業，因為在學 i 
i 中如前述患了十二指腸潰瘍大量出血和初次使用顕微鏡オ l 
i 登現的右眼先天性白内障，没有通過兵役検査，没有服預備 i 
i 軍官役就進入了台大醤院内科営住院瞥師 0 因 嘗時是否因没 l 
i 有銃額或其他原因已経忘記了 9 所以以内科「固定寅習瞥師」 i 
i 的名稲嘗「住院醤師」，雖 然如此，還好這個職位鐙叙部給予 i 

l 認定為公務員， 在公務員年資裁定 時被承認為公務員，不然 l 
； 我的公務員的年資就又要少三年了 o 1 
i 因為我和幾位没有去服兵役的同學是畢業那 一年的七 i 
l 月1分就進入内科嘗住院醤師（張文忠ヽ筆者），而高我1門 一班 i 
i 去服兵役的上級班生則到第二年的三月1分オ回来同嘗住院 i 
i . 盤師（余慶雲ヽ林祖櫂ヽ陳正茂ヽ鄭捷恭ヽ荘哲彦ヽ顔俊傑）， • i
I 是眼我憫同一級的住院髄師 0

一共有八位咆，三年後要升任 l
l 継醤師時，因為嘗時内科線髄師只有四個名額，我1門没有去 i
i 嘗兵的同學都有理所嘗然應由上一班的同學来升任的考量， i

： ...............................................................................................................................................................」















 

 



 

 



 

 



 

 



 

 



 

 



















 

 



 

 



 

 



 

 



 

 



 

 



 

 



 

 



 

 



 

 



 

 



 

 



 

 



 

 



 

 



 

 



 

 



















































































 

















































































































 細說「俳句」 
      附帶說漢語(華語)俳句之真 
(本篇文章主要完成於 2012年，於 2017年稍作修訂，今年

2019-4月，又做一些修訂增刪。) 

             吳昭新 (Chiau-Shin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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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ca819.main.jp/atsumaru/1172.html (2012-

03-03 reached) 

60) 夏石番矢：《Ban’ya》：

http://banyahaiku.at.webry.info/  （日語）(2017-

05-15 reached) 

61) 石倉秀樹：《獅子鮟鱇詩詞》：

http://shiciankou.at.webry.info/  （日語）(2017-

05-15 reached) 

62) 高柳重信：《俳句形式における前衛と正統》：（「国文

学」昭和五十一年二月）（日語）

http://www.h4.dion.ne.jp/~fuuhp/jyusin/jyusintext/j

-zenneideitoiu.htm 

63) 高柳重信：《「書き」つつ「見る」行為》（日語）

(2017-05-15 reached) 

http://www.h4.dion.ne.jp/~fuuhp/jyusin/jyusintext/j

yuusinkakimiru.html (2017-05-15 reached) 

64) 島田牙城：《無季俳句のこと》：

http://www7.ocn.ne.jp/~haisato/mukihaiku.htm （日

語），(2012-02-15 reached) 



65) 菱川英一：《パウンド「メトロ詩」分析におけるロジ

ャーの方法論》（日語）、神戸大学教育学部研究集録， 

90：77-93，1993 

http://www.lib.kobe-u.ac.jp/handle_kernel/81001512   

66) 宮坂豊夫：《俳句の周辺：語学的視点からの研究ノー

ト》：＜人文研究＞51（1）：117-131、2001。  

67) 今田述：《漢俳入門》：（2003），（日語）

https://www.google.cojp/#q=%E6%BC%A2%E4%BF%B3  

(2017-05-15 reached) 

68) 中山逍雀：《曄歌》：（日語）

http://www.741.jp/kouza07/kou-07D01.htm     

(2017-05-18 reached) 

69) 中山逍雀：《俳句と漢俳》，（日語）

http://www.741.jp/kouza08/kou-08C43.htm  

  (2017-05-14  reached) 

70) 中山逍雀：《曄歌》，（日語）

http://www.741.jp/kouza07/kou-07D01.htm  (2017-05-

14 reached) 

《葛飾吟社》：（日語）http://www.kanshi.org/   (2017-

05-15  reached) 

71) 中川広：《中川広の俳句ページ》：（日語）

http://www1.odn.ne.jp/~cas67510/haiku/index.html 

(2017-05-14 reached) 

   《Mora and Syllable/モーラと音節》：（日語） 

http://sp.cis.iwate- 

u.ac.jp/sp/lessonj/doc/moraj.html   (2017-05-15 

reached) 



72) 川名 大：《戦後俳壇史と俳句史との架橋、そして切

断：前篇》：（日語）

http://gendaihaiku.blogspot.com/2011/06/35_26.html 

(2017-05-17 reached) 

73) 川名 大：《戦後俳壇史と俳句史との架橋、そして切

断：後篇》：（日語） 

http://gendaihaiku.blogspot.com/2011/07/35.html 

(2017-05-17 reached) 

74) 日本漢俳學會：《日本漢俳学会が定める漢俳詩法の原

則》：（日語）http://www.kanpai.cc/sonota/gensoku.htm  

(2012-02-10 reached) 

75) 《日本漢俳學會》：（日語），

http://www.kanpai.cc/index.html (2012-02-10 

reached) 

76) 八木健：《「俳句のルーツは滑稽」―「子規、虚子た

ちも詠んだ」》：（日語）

http://www.kokkeihaikukyoukai.net/img/newspaper01.p

df  (2010/06/16) reached。 

77)姚大均:《漢俳還不如蘇俳》，（華語） 

      http://www.post-concrete.com/blog/?p=366   

(2012-02-15 reached) 

78) 鄭敏：《我對新詩的幾點意見》，「新詩紀」網站：（華

語）

http://npc.imust.cn/Article/ShowInfo.asp?ID=6052  

(2012-02-18 reached) 

https://tieba.baidu.com/p/2884070659 （2017-05-18 

reached） 



79) 鄭敏、吳思敬：《新詩，究竟有沒有傳統？》，「粵海

風」：（華語）

http://www.yuehaifeng.com.cn/YHF2001/yhf2001-1-

06.htm  (2012-02-18 reached) 

      

http://opinion1.people.com.cn/BIG5/40604/3124256.ht

ml  (2017-05-18 reached)  

80) 鄭民欽：《日本俳句史》：京華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

國，北京，2000。 （華語） 

艾青：《詩的散文美》：「中華語文網」：（華語）

http://xuesheng.zhyww.cn/200903/19214.htm l (2012-

02-18 reached) 

81) 鄧程：《批評與學術創新－對王澤龍先生的一個回

應》，「學術批評網」：（華語）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665&

type=1008  (2012-02-18 reached) 

82) 陳增福：《艾青“詩的散文美”概念分析》，「中國社會

科學網」：（華語）http://www.cssn.cn/news/144118.htm  

(2012-02-18 reached) 

      《詩的散文美與艾青的探索實踐》

http://xiaoan.web.fc2.com/dongyahanxue/paper/no2/pa

pers/13.pdf (2017-05-18 reached)  

83) 羅蘭‧巴特 著；李幼蒸 譯：《寫作的零度》，〈寫作的

零度〉，1991，桂冠，台北，台灣，pp。75~128。 （華

語），（國立台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 



84) 羅蘭‧巴特 著；李幼蒸 譯：《符號學原理》，〈寫作的

零度〉，1991，桂冠，台北，台灣，pp。129～214。（華

語），（國立台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  

85) 泰戈爾 著; 陸晉德 譯: 《漂鳥集》，2007，志文出版

社，台北，台灣(華語) 

86) 顏斯華: 《英詩閱讀欣賞與翻譯示範(一)》，2009，顏

子文化出版社，台北，台灣，(華語) 

           …………………………………………………… 

（台）多謝、勞力、感謝 

（客）恁仔細、勞力、多謝 

（華）謝謝 

（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英）Thank you 

                (完稿於 2012-3-12; 修訂:2019-4-5) 

 

 

 



簡介 <俳句> 及跟隨世界潮流的商榷: (華語版)  

                   

                    

 (by Chiau-Shin NGO M.D.,Ph.D.= オーボー真悟 = 瞈望 ) 

  

































 

1) 吳昭新: ＜季語＞ 與＜基語 -keywordkeyword＞: 漢

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p110-113, 台北,台灣. 2018.8月, 

(ISBN: 9789574359394)(華語) 

2) 呉 昭 新 ：《 季 語 と キ ー ワ ー ド 》：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2/15.html 

3) 吳昭新: 《“俳句” 的兩種面相呉昭新》：漢語俳句短歌

短詩第二集; p114-116, 台北,台灣. 2018.8 月, (ISBN: 

9789574359394)(華語) 



4) 吳 昭 新 : 《“ 俳 句 ” の 二 つ の 顔 》： ( 日 語 )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1/14.html 

5) 呉昭新：《黄霊芝師逝く》：

https://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6/04/blog-

post.html 

6) 吳昭新:「俳句」、「世界俳句」及「漢語/漢字俳句」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2/03/blog-

post.html 

7) 吳昭新: <俳句和伝統俳句與大眾取向主義-populism>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8/07/2018-7-1.html 

8) 吳昭新: 台灣俳句史(補遺)-黄霊芝主宰的俳句観：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

post_13.html 

9) 吳昭新:《日本俳句之漢譯－介紹中國金中教授的一詞

加一句形式》：（華語） 

http://olddoc.tmu.edu.tw/chiaungo/essay/jin-juong-

1.htm 

10) 吳昭新：《台湾俳句之旅》：「台湾文学評論」，第十

巻第一期，pp75~95，Jan 2010，台湾文学資料館，真理大

学，台湾（華語） 

http://olddoc.tmu.edu.tw/chiaungo/essay/haiku-

tabi.htm   (2018-10-27 reached) 

10-1) 吳昭新：《漢語/漢字俳句》——―漢俳、湾俳、粵

俳、…、？（華語）  

http://olddoc.tmu.edu.tw/chiaungo/essay/haiku-

kango.htm   (2018-10-27 reached) 



10-2) 吳昭新：《吟詠日本俳句－現代俳句的蛻變》：

http://www.worldhaiku.net/criticism/haiku_yomu_c.pd

f （華語） 

11) 吳昭新：《「俳句」並不是只有日語才可以吟詠》：

（華語）http://chiaungo.blogspot.tw/2011/02/blog-

post.html (2018-10-27 reached) 

12) 吳昭新： 《日本俳句之漢譯－介紹中國金中教授的

一詞加一句形式》：（華語）  

http://chiaungo.blogspot.tw/2011/10/blog-post.html   

(2018-10-27 reached) 

13) 吳昭新：《俳句を詠む－俳句初心者の一外国人の疑

問》：「オーボー真悟」 （日本語）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0_06_01_archive.

html (2018-10-27) reached 

14) 吳昭新: (自自冉冉)--「錯把馮京當馬涼」- 將<漢

俳>誤當<俳句>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7/01/blog-

post.html 

15) 吳瞈望：《漢語/漢字俳句》：「世界俳句」，2011 第 7

号、世界俳句協会編、（日本語）文：p101~113;中文：p98~104 

七月堂，東京，日本。 

16) 黄靈芝：《臺灣季語及臺灣語解説》，「臺灣俳句集

（一）」，1998，pp76～83，台北，台灣。（華語） 

17) 黃靈芝：《北縣縣民大學「俳句教室」（1）（2）（3）（4）》，

「臺灣俳句集（一）」，1998，pp52～70，台北，台灣。（華語） 



18) 金中 ：《古池蛙縱水聲傳――一詞一句形式的俳句翻

譯》：「世界俳句 2012第 8號」；pp83-89， 2012，東京，日

本。（華語） 

19) 正岡子規：《俳諧大要》（日本語）岩波文庫、岩波

書店、1989、第 8刷り。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57350_60

028.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0) 正岡子規：《俳人蕪村》（日本語）「日本の文学 

15」中央公論社、1973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47985_41

579.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1) 正岡子規：《古池の句の弁》（日本語）「俳諧大要」岩

波 文 庫 、 岩 波 書 店 、 1989 、 第 8 刷 り 。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57363_59

643.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2) 正岡子規：《歌よみに与ふる書》（日語）岩波文

庫、岩波書店、2002、第 26刷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05/files/2533_162

81.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3) 高浜虛子：《俳句讀本》：《世界教養全集 14》，pp221-

353， 1962；平凡社，東京，日本。（日本語）  

24) 高浜虚子：《俳句とはどんなものか》（日本語）角川

文庫、角川学芸出版 2009（平成 21）年 11月 25日初版発

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1310/files/55509_53

180.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5) 高浜虚子：《俳句の作りよう》（日本語）角川ソフ ィ

ア文庫、角川書店 2009（平成 21）年 7 月 25 日初版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1310/files/55510_51

028.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6) 高浜虚子：《俳句への道》（日本語）底本：「俳句への

道」岩波文庫、岩波書店 1997（平成 9）年 1月 16日第 1行  

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1310/files/55609_5

3062.html （青空文庫：2018-10-27 reached） 

27) 今泉恂之介：《子規は何を葬ったのか-空白の俳句史

百年》新潮選書、新潮社、東京、2011 年 8 月 25 日（日本

語） 

28) 萩原朔太郎：《詩の翻訳について》（日本語）「日本 

の名随筆 別巻 45 翻訳」 作品社、1994（平成 6）年

11月 25日第 1刷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67/files/48341_35

101.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29) 萩原朔太郎：《詩の原理》（日語）新潮文庫、新潮

社、1975（昭和 50）年 9月 10日 27刷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67/files/2843_262

53.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30) 萩原朔太郎：《郷愁の詩人 与謝蕪村》（日語）岩

波文庫、岩波書店 2007（平成 19）年 1月 25日第 22刷発

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67/files/47566_44

414.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31) 寺田寅彦：《俳諧の本質的概論》（日語）「寺田寅彦

随筆集 第三巻」岩波文庫、岩波書店 1993（平成 5）年



2月 5日第 59刷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42/files/2471_935

3.html （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32) 寺田寅彦：《俳句の型式とその進化》（日語）「寺田

寅彦随筆集 第五巻」岩波文庫、岩波書店 1997（平成

9）年 9月 5日第 65刷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42/files/2512_935

2.html（青空文庫：2017-4-28 reached） 

33)寺田寅彦：《俳句の精神》（日語）「寺田寅彦随筆集 

第五巻」岩波文庫、岩波書店。1997（平成 9）年 9月 5日

第 65刷発行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42/files/2513_122

42.html （青空文庫：2018-4-28 reached） 

34)西尾 実：《日本文芸入門》：《世界教養全集 14》、 pp 3-

72， 平凡社、東京、日本、1962、（日本語） 折口信夫：《世々

の歌びと》：《世界教養全集 14》、 pp125-220， 平凡社、東

京、日本、1962 、（日語） 

34-1) 三好達治：《現代詩概論》：《世界教養全集 14》、 pp 

355-460，平凡社、東京、日本、1962、（日本語） 

35) 弥栄浩樹： 《1％の俳句ー一挙性、露呈性、写生》、 《群

像》、2011、 6月号、 64-90、講談社、東京、日本、2011， 

（日語） 

36) 佐籐和夫：《西洋人と俳句の理解- アメリカを中心に

-》：日本語学：14：12-181995。（日語） 

37) 朱實：《中國における俳句と漢俳》：「日本語学」：14： 

53-621995，東京，日本。（日語） 



38)夏石番矢：《現代俳句のキーワード》；「日本語學」14:25-

31; 1995; 明治書院，東京，日本。 （日語） 

39) 楠木しげお：《旅の人－芭蕉ものがたり》，銀の鈴社，

東 京，日本，2006 （日語） 

40) 秋元不死男：《俳句入門》、角川学芸出版、東京、日本、

2006 （日語） 

41) 金子兜太：《造詣俳句六章》（日語）「金子兜太集 第四

巻」、p211-514筑摩書房。2002（平成 14）初版発行 

42) 嶋田青峰：《俳句の作り方》、新潮社、東京、日本、1941 

（日語） 

43) 秋尾 敏：「鳴弦窓雑記」，（日語），http://www.asahi-

net.or.jp/~cf9b-ako/essay/meigensouzakki.htm   

(2018-11-28 reached) 

44) 鷹羽狩行：《もう一つの俳句の国際化》、 （第 17 回

HIA 総会特別講演より） 

http://www.haikuhia.com/uploads/doc/takaha2006.pdf   

(2018-11-15 reached) 

45) 野口 裕：《二物衝撃はものたりない》：「五七五定 型」

創刊號，pp:32-40，2006年，和泉市，日本。（日語） 

47) 小池正博、野口裕：《對談．五七五定型之可能性》：「五

七五定型」創刊號，pp:41-55，2006年，和泉市，日本。（日

語） 

48) 小池正博：《コラージュ「座談会」－『「現代川柳」を

語る』をめぐって－》：「五七五定型」第 4 號，pp:28-37，

2010，和泉市，日本。（日語） 

49) 現代俳句協会編集委員会：《日英対訳 21世紀俳句の時

空》、永田書房、東京、日本、2008。 木村聰雄：《20世紀日



本的俳句――現代俳句小史》：《21世紀俳句の時空》：pp2~41 

2008，永田書房，東京，日本，2008。（日語） 

50) 木村聰雄：《現代俳句の詩学――世界詩としての俳句

形式》：「世界俳句 2017第 13號」；pp77-84， 2017，世界俳

句協会、東京，日本。（日語） 

51) 野口る理《ポスト造型論》：《現代俳句協会青年部シン

ポ シ オ ン Ⅳ -2011-6-11 》、「 spica 」、（ 日 語 ）

http://spica.819main.jp/atsumaru/1172.html   

(2018-11-23 reached) 

51)夏石番矢：《Ban’ya》：

http://banyahaiku.at.webry.info/ （日語）(2018-11-

26 reached) 

52) 石倉秀樹：《獅子鮟鱇詩詞》：

http://shiciankou.at.webry.info/ （日語）(2018-11-

26 reached) 

54) 高柳重信：《「書き」つつ「見る」行為》（日語） 

http://wwwh4dionnejp/jyusintext/jyuusinkakimiruhtml  

(2017-05-15 reached, copy) 

56) 菱川英一：《パウンド「メトロ詩」分析におけるロジ 

ャーの方法論》（日本語）、神戸大学教育学部研究集録， 

90：77-93，1993 http://www.lib.kobe-

u.ac.jp/infolib/meta_pub/G0000003kernel_81001512       

57) 宮坂豊夫：《俳句の周辺：語学的視点からの研究ノー 

ト》：＜人文研究＞51（1）：117-131、2001  

58) 中山逍雀：《曄歌》：（日語）

http://www.741.jp/kouza07/kou-07D01.htm       

(2018-05-18 reached) 



59) 中山逍雀：《俳句と漢俳》，（日語）

http://www.741.jp/kouza08/kou-08C43.htm   (2018-

05-14 reached) 

60) 中川広：《中川広の俳句ページ》：（日語

http://www1.odn.ne.jp/~cas67510/haiku/index.html   

(2018-11-14 reached) 

61) 川名 大：《戦後俳壇史と俳句史との架橋、そして切

断：前篇》：

http://gendaihaiku.blogspot.com/2011/06/35_26.html   

(2018-11-17 reached) 

62) 川名 大：《戦後俳壇史と俳句史との架橋、そして切

断：後篇》：（日本語） 

http://gendaihaiku.blogspot.com/2011/07/35.html   

(2017-05-17 reached) 

63) 有馬道子: 《記号論から見た俳句》：開拓社，東京，日

本，2018-10-23 出版。 



            

               吳昭新 (Chiau-Shin NGO) 

 (本篇初稿是 2010 年的日語稿,因此有些漢字是日語漢字,

在本稿已經修改為正體漢字,其他內容除了幾個錯字修正外

並無修改.)            

 

 





























                    《俳句與現代詩》 

 

    





  《吟詠漢語俳句的要訣及補充說明》 
          Chiau-Shin NGO; 吳昭新 

 
      (俳句的本質) 

  
◎ 最短       ◎ 瞬間的感動或感受 

 

  1)需減少多餘的詞句: 

 

 

  2) 資訊量過少常無法表達完整的意念: 

 

3) 較難吟詠完整的抒情詩:  

 



<漢俳不是俳句> 



4) 學自英語(外語)HAIKU 的結果: 

 

 

5)<HAIKU>: 

 



6) 漢語短歌: 

 

7) <抒情或敘情>: 

 

 

8) <瞬間感動>: 

  



9) <季語>和<基語:key word>:  

 



10) 分節: 

  

 

11) 淺易又深奧:  

 



12) <難理解的俳句>: 

  

 

13) 大眾取向(民粹:Populism): 

 



14)內容題材: 

 



15)日俳的翻譯: 

  

詳細內容請參酌網路上及電子書上的拙文。 

 

感謝。 

 



     <漢語 (華語) 俳句再次的錯誤> 
                吳昭新 



                 漢語俳句第三冊 <序> 





<俳句和伝統俳句與大眾取向主義-populism> 

              Chiau-Shin NGO; 吳昭新 

     

    









 

以下是可做參考閱讀的拙文:  

 

1) 季語とキーワード：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2/15.html  

2) “俳句”の二つの顔：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1/14.html  

3)悼黄霊芝師仙逝：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html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2/15.html
http://oobooshingo.blogspot.com/2018/01/14.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html


4)黄霊芝主宰的俳句観：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_13.html  

 

 

https://chiaungo.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_13.html


       ＜季語＞與＜基語-keywaord＞ 
            （一個外國人衷心的祈望） 

          (Chiau-Shin Ngo; 吳昭新；瞈望)  

  







  



http://www1.odn.ne.jp/~cas67510/haiku/index.html


 台灣俳句史(補遺) - 黃靈芝主宰的俳句觀 
             吳昭新 

 



<由這些作品應該可以了解我並不一定臣服於「575

定型」，也沒有成為「季語」的俘虜。 繼而說俳句的定義是

最短的詩，並且說那短是說不但語詞少而內容也少的意思>。

 <想再加一句。 五七五不是定義。 而在

同屬文藝界的小說世界不但不會被定型所綁住束縛，反而不是

以一作一作風為榮嗎?>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吳昭新 (瞈望) 

古水池 田蛤仔跳落 起水聲 

  五月水  大溝頭前 兩間厝 

鳥仔囝 走開走開 馬欲過  

http://olddoc.net/global-haiku/index-H.html
http://olddoc.net/global-haiku/index-H.html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002) 

                            吳昭新 (瞈望) 

 旅途病 夢中走蹤 焦草埔 

月天頂 步步行過 散赤街 

   瘦田蛤  使輸去 一茶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003) 

                        吳昭新 (瞈望) 

  

   熱天草 戰士群鬥 做夢跡 

   油菜花 月 東爿 日頭西 

    

    扭菜頭 加伊報路 用菜頭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004) 

                            吳昭新 (瞈望) 

  

      五月雨  集聚奔騰  最上川  

   春之海  整日悠悠  閒蕩著

    

    這都是  終生住家  雪五尺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5) 

                                吳昭新 (瞈望) 

     

       海湧懸 橫跨佐渡 大銀河 

      刣頭罪 變作尪  換衫時 

 

      

      佮我來 做伙 迌 孤鳥仔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6) 

                              吳昭新 (瞈望) 

     閑靜寂 滲入岩石 蟬之聲 

 

    對西吹 捒 東爿 攏焦葉 

 

  

     梅花香 不管誰來 缺茶杯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7) 

                             吳昭新 (瞈望) 

 

      秋已深 隔壁丌人 甚麼人 

          我憂愁 聽扑砧聲 更恬去 

 

      

      不好扑 胡蠅合掌 磨跤拜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8) 

                               吳昭新 (瞈望) 

  
   海女間 小蝦中參 有灶馬 

春將逝 恨撰著者 歌著者 

 

加月娘 提來付我 仔哭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9) 

                             吳昭新 (瞈望) 

   破病雁 寒夜落落 旅途睏 

  
鳥羽殿 五六騎趕 狂風下

大字型 倒咧涼爽 唯寂寞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0) 

                             吳昭新 (瞈望) 

 共房間  妓女也睏  萩佮月  

   等待人 遠遠腳聲 喏葉落 
 

      
    故鄉啊 倚摸攏是 玫瑰莿 



             <蝌蚪> 

(華) 一攤水  一隻蝌蚪 在掙扎 

(台) 一窟水 一隻 枚 滾踜 

 (一窟水 一隻 枚 滾踜) 

(日) 水だまり蝌蚪一匹がもがきおり   

(英) A tadpole:  

         struggling in  

     a muddy puddle   

 

 

 

                                                     (台北)-1999  

  

11



          <梅雨天>    

(華) 梅雨天 車行陪伴 雨水聲 

(台) 雨來天 車輪陪伴 雨水聲 

      (雨來天 車輪陪伴 雨水聲) 

(日) 梅雨止まずタイヤの伴の雨の音 

(英) The rainy season 

water sounds  

     accompanying the tire  
 

 

 

 (預防醫學研究所)-1993  

      

12



 <門隙風> 

(華) 門隙風 悄悄進來 過去回 

(台) 門縫風 偷偷入來 以往轉 

      (門縫風 偷偷入來 以往轉) 

(日) 隙間風音なく通り戻る過去  

(英) The draft entering through  

 a crack of a window  

       the coldness reminds me of the past                                                
  

 

           

                                     (台北)-1999 

                                                       

13



 

 <滿身汗> 

(華) 滿身汗 看到我家 腳也輕  

(台) 歸身汗 看著阮厝 跤也輕 

      (歸身汗 看著阮厝 跤也輕) 

(日) 汗だくや家（うち）見え足も軽くなる 

(英) Dripping with sweat: 

        noticed my home far ahead  

        the feet lighten    

 

 

                     ( Lake Tahoe)1995  

                    

15



                         <民心> 

 

(日) 秋風に猛る民心おさまらず  

(英) The autumn wind has begun 

          the public sentiment is excited 

          the great wave surged  

                         

 台湾谷關 1995 

17



         

(日) 蛍舞う闇の中へと来い来いと 

(英)  A firefly flies and dances- 

calling me: come over! 

come into the darkness  

 

 (Yosemite)1994 

20



  

             ＜如無死＞  

(華) 如無死 獨裁無終 永黑暗  

(台) 若無死 獨裁無終 永烏暗  

       (若無死 獨裁無終 永烏暗) 

 

(日) 死の無くて独裁続き闇続く 

(英) If no death- 

      autocracy continues forever 

      and no end to the darkness  

 

 

              (草嶺-台灣)1988 

24



              <蚯蚓>  

(華） 雨不住 無家蚯蚓 浸水中                                          

(台)  雨 煞 無厝土蚓 浸水內    

          (雨 煞 無厝土蚓 浸水內) 

(日)  雨やまず家なきみみず水浸し  

(英)  Raining and raining  

         a homeless earthworm 

         covered with water   

 

 

                                            (San Francisco)-1997 

                

10



  

             ＜如無死＞  

(華) 如無死 獨裁無終 永黑暗  

(台) 若無死 獨裁無終 永烏暗  

       (若無死 獨裁無終 永烏暗) 

(日) 死の無くて独裁続き闇続く 

(英) If no death- 

      autocracy continues forever 

      and no end to the darkness  

 

 

              (草嶺-台灣)1988 

 

 

27



  

 

       <地球的孤児> 

 (華）有國家  人家不稱  為國家  

（台）有國家  無人要叫  做國家 

       (有國家  無人要叫  做國家) 

 (日) 国あって国で無いてふ国のあり 

 (英) A country: 

    that is not called 

    a country   

28



 

                <螢幕上> 

    (華) 凝視倦 字也入睡 冬天夜 

    (台) 癉 字也愛睏 冬天暝 

          ( 癉 字也愛睏 冬天暝) 

    (日) 見つめいる字も眠るかな冬の夜 

   （英） Long winter night- 
               the characters on the screen  

I am staring at 
               fall asleep too  
 

 

                      (夏威夷)1995 

 

83



 

 <留名青史> 
 
(華) 現時我  留名青史  無關我 
 
(台) 眼前我  留名青史  無關我 
     (眼前我  留名青史  無關我) 

 
(日)名を残す今の我とは関与なく 
 
(英) To leave my name in history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resent me 

 

 

                (紐約)1991 

36



 

<有神在> 

 

(華) 有神在 善惡並存 皆可行 

(台) 有神在 善惡並存 皆可行 

     (有神在 善惡並存 皆可行) 

(日) 神ありて善しも悪しきもまかり通る
(英) When there is a God- 

Whether good or evil 

It should be possible  

 

 

                (高雄燕巢) 1986   

  

49



  

＜霾塵＞   
 
(華) 霾塵至  快要窒息  似專制 
 
(台) 霾塵到  強 塞氣  若專制  
 
      （霾塵到  強 塞氣  若專制） 

 
(日) 霾るや息も詰まるか専制や 
 
(英)   The dust storm: 
          like to be suffocated  
          by the despotism 
 
 

               (紐約)1991 

  

35



 
<我往生> 

 
（華） 我往生我的一切不是我  

 
（台） 我往生我丌一切伓是我  

(我往生我丌一切伓是我)  

  
（日）我死ぬる我のすべては我ならず  

 
（英）I shall die－   

all of mine  
is not me   
 
 

（Santiago）1995 

53



 
 

 
 ＜學之船＞ 
 

 （華）父長逝 滄海孤帆 「學之船」 
 

  (台）爸返去 大海頂頭 「學之船」  
  （爸返去 海頂頭 學之船」） 

 
  (日）父は逝く大海原を「学の船」  
   
  (英） Father passed away  

to the boundless ocean  
on the “ship of learning＂  
 
 

 
         (払曉出帆-伊東日出)2011 

56



 

  <無親社會>       

 （華）獨居於 無親社會 無別離 

 （台）孤單  無親社會 無離別  

   （孤單 無親社會無離別） 

  (日) 独り身の無縁社会に無い別れ 

  (英) In the society-without-company 
    There is no good-bye for parting 

         Living alone  

 

 

 (Washington DC)1986 

 

 

59



 

 

<志士不死> 

（華）活紅塵 志士不死 魚腥臭  

  (台) 活凡間 志士無死 傷臭臊 

       (活凡間 志士無死  傷臭臊) 

 (日)生きた志士浮世に生きて生臭く 

 (英) A living patriot: 
              smells fishy  
              living in the world 
 
 
 

               (瑞巌寺)1994 

62



 

          <秋天空> 

 

 （華）為什麼白雲急驅秋天空 

 （台）為什麼白雲急走秋天頂  

        (為什麼白雲急走秋天頂) 

 （日）何が故秋空駆けて急ぐ雲 
  (英)  What is it for? 

       The clouds run so quickly   
       In the autumn sky  
 
 

(台北)2014 

 

69



 

          <鐘聲講古>  

 

（華）除夕夜 鐘聲敘往 進未知 

（台）過年暗 鐘聲講古 往未知  

   (過年暗 鐘聲講古 往未知) 

（日）除夜の鐘過ぎしを語り未知へ去る 

  (英) The bells ringing out the Old Year: 

Telling the past 

Going away to the unknown  

 

ネットから借用 

 

70



 

                <海嘯> 

  (華) 海嘯到 驚醒妖怪 永劫惡  

  (台) 海掃來 驚醒妖怪 永劫惡 

  (日) 津波きて怪物目覚め永久の悪 
   
  (英)

  
 

 

 

76



          <哈比安> 

  (華) 哈比安 極致而迷 即覺悟 

  (台) 哈比安 極致而迷 即覺悟 

     即

  (日) ハビアンや極めて迷う悟りかも 

 （英）

 

   *Habi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bian_Fucan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3%8F%E3%83%93%E3%82%A2%E3%

83%B3                     (羅馬)2001 

7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bian_Fuc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bian_Fucan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3%8F%E3%83%93%E3%82%A2%E3%83%B3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3%8F%E3%83%93%E3%82%A2%E3%83%B3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3%8F%E3%83%93%E3%82%A2%E3%83%B3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3%8F%E3%83%93%E3%82%A2%E3%83%B3


<助聽器-補聴器--Hearing aid> 

 (華) 助聽器  晨聞蛙鳴  春天到 

     助聽器  雨後蟬鳴  夏天到 

     助聽器  傍晚蟲鳴  秋天到 

     助聽器  靜寂無聲  冬天到 

   無助聽器 天下太平 唯孤獨 

 

(台) 助聽器  透早蛙鳴  春天到 

    助聽器  雨後蟬鳴  夏天到 

    助聽器  暗蟲鳴  秋天到 

    助聽器  靜寂無聲  冬天到 

   無助聽器 天下太平 唯孤獨 

 

(日)  補聴器や蛙鳴く声春が来た 

   補聴器や雨後蝉の声夏が来た 

   補聴器や涼し虫の音秋が来た 

   補聴器や静寂無音冬来たる  

   補聴器なく天下泰平孤独かな  

97



(英) The hearing aid: 
the croak of frogs in the early morning 

spring has come 

 
The hearing aid: 

 the sound of cicadas after rain 

 summer has come 
 

The hearing aid: 

 the cool chirping of insects  
 autumn has come 

 

The hearing aid: 
there is no any sound 

winter has come 

 
Without the hearing ai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but loneliness  

 

 利尻富士（北海道）1998 

98



 

              <備忘紙> 

 (華) 一張張  撕備忘紙  盡期近 

  (台) 一張一張  拆破字紙  死期近 

      (一張一張 拆破字紙 死期近)  

  (日) メモ紙の思い出破り尽きる時 

  (英 One by one 

         tearing the memos 

         coming near to the end of life 

 

      （紀伊勝浦）1992     

90

















 

 

 









 

 

 



 

 

 







 









 

• 人間の脳みそ悪魔たじたじと（11・02・26） 

• 空（くう）問うに闇と光のハイブリッド（11・02・27） 

• 赤シャツに犇く広場人去りぬ（11・02・27） 
 

 

 

 

• 結婚で消え往くむかし竹馬友（11・02・27） 

• 年老いて産声あげる一人旅（11・02・28） 

• 大津波残す爪痕癒えて消ゆ（11・03・11） 

 

 



 

• 春の雪見えぬ輻射に人おびえ（11・04・14） 

• 原発や笑顔の陰に鷹の爪（11・04・13） 

• 地の揺れて津波襲うは罪無き子（11・04・08） 
 

 

 

 

• 大自然怒りて人の智慧果てる（11・04・08） 

• 津波きて怪物目覚め永久の悪（11・04・27） 

• 大津波高台遠く沖近し（11・04・27） 

 

 



 

• 病なく花鳥諷詠呻吟す（11・08・09） 

• 無限とは人の智慧帰す空白や（11・08・08） 

• 原爆原発人の智慧無惨かも（11・08・08） 

 

 

 

 

• 夜更けてネットの虜明け易し（11・08・19） 

• 猛暑日や脳みそ煮えて硬くなり（11・08・19） 

• 闇のなか平家蛍と呼ばれたり(11・09・06) 

 



 
• 主逝き庭の辛夷の白寂し（12・03・21） 

• 花の雨今年降るのは放射雨（12・03・15） 

• なく子猫親はそしらぬ顔してる（12・03・14） 

 

 

 

 

• 雀の子僕を見つめてチュンと言う（12・03・14） 

• 雁の声去りゆく人の影見えず（12・03・15） 

• 白い闇ゆくえ混沌五里霧中（12・03・15） 

  



 
• 初蝉の声待ちきれず友の逝く（12・06・28） 

• 認知症見知る人無き雪の街（12・06・28） 

• 蛍火や人を誘いて闇に入る（12・06・28） 

 

 

 

 

• 蛍追う袖に蛍が附いている（12・06・17） 

• 仕事なく空き腹も鳴く麦の秋 （12・06・17） 

• イケメンを選択したる麦の秋（12・06・17） 

                                                     



 

• 老い二人テレビで聞くは除夜の鐘(12・12・31） 

• 不景気にとぼとぼ夜道大晦日(12・12・31） 

• スカイプや千里も目の前大晦日(12・12・31） 

 

 

 

 

• おでん鍋湯気の向うにかすむ顔（13・01・12） 

• 大根足短パン憎し可愛い子（13・01・12） 

• 花吹雪車の中で焚く炭火（13・01・12） 

 



 

• タイラント雷鳴よそにニタリかな（13・07・20） 

• 雷鳴や血まみれの手を洗う雨（13・07・20） 

• 雷鳴や耳なし暴君耳持たず（13・07・20） 

 

 

 

 

• かき氷奪う兄弟母涙（13・07・20） 

• 汗だくやまだ見えぬ家見えて来る（13・07・20） 

• 雷鳴に怖気づかないタイラント（13・07・20） 

 



 
• ぬばたまの闇に啼く声秋の風（13-10-18） 

• 飢え拒む人の叫びに虫も鳴く（13-10-18） 

 

   

 

 

 

 

• 白髪が動く畑に芒ゆれ（13-10-18） 

• 陸奥に蟻が列なし芭蕉追う（13-10-23） 

     



 
• お茶の子や判決なんておれ次第（12・01・29） 

• 国益や世界警察是非の無く（12・01・29） 

• さし伸ばすオリーブの枝血にまみれ（12・01・29） 
  

 

 

• 民主の仮面被る独裁これ民主（12・01・29） 

• 虎老いて行き逢う者も見えぬ振り（12・01・30） 

• 座を変えて脳みそ変る教授様 (12・03・26) 

    

 



 

       <新住民> 

 (華) 大戰後 攜械逃來 新住民 

              佔據獨立 民無寧日 

 (台) 大戰後 攜械逃來 新住民 

              佔據獨立 民無寧日 

(大戰後 攜械逃來 新住民 

              佔據獨立 民無寧日)  

 (日) 大戦後武器持ち逃げ入る新住民  

       占拠独立騒ぐ島びと
  
 (英) After the war 

  Newcome refuge residents 

  Carrying their weapons 

  The occupation and independence 

No peace for the people of the island  

          (台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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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風車> 
   
   (華) 紙風車 隨風盡興 現世中 
                      無風吹來 命即終止 
   (台) 紙風車 隨風飄轉 現世中 
            無風吹來 命即終止 
   (日) 現世（うつしよ）や風のままなる風車 
             風吹かずんば命終わらむ 
   (英)  In this life 
                     the pinwheel 
                     spins with the wind 
                     when the wind stops 
                     its life comes to an end  

 

                    (故宮博物館前)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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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迷> 

(華) 遭侮辱 還要着迷 韓流中 

                   自古承轉 靈魂何在  

(台) 遭侮辱 猶更着迷 韓流中 

                   自古承轉 靈魂何在   

  (遭侮辱 猶更着迷 韓流中 

                自古承轉 靈魂何在)   

(日) 侮辱されまだのめり込む韓流や 

        古ありし魂いずこ      
(英) In spite of insults  

           Still absorbed in  

           Korea boom 

                Where did go 

                The ancient spirit  

            (布拉格)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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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句天才> 

(華) 詠俳句 天才末路 極悲哀 

      天賦失於 迷你庭院 

(台) 詠俳句  天才末路  極悲哀 

                      天賦失於 箱仔庭園   

      (詠俳句  天才末路  極悲哀 

                      天賦失於 箱仔庭園) 

(日) 俳句詠む天才の果悲しけり 

      天賦何処や箱庭主宰 

(英) composing a haiku 

     a ruined gifted haiku poet  

          a miserable one 

   where did go the natural endowments
    a miniature gardener 

   (日月潭)1992  

註：＜箱庭的俳句：＞正岡子規の＜俳諧大要＞の一節より： 

月並調に学ぶ人は多く初めより功者を求め婉曲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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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政府> 

(華) 清廉啊 獨裁者的 口號喊                 
國家陷阱 誤陷良民 

(台) 清廉啊 獨裁者丌 口號喊 

             國家陷阱 誤陷良民 
(清廉啊 獨裁者丌 口號喊 

                 國家陷阱 誤陷良民) 

(日) 清廉やワンマン政府のスローガン  
国家の罠にはまる良民 

(英) With slogans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one-man rule 
                   good citizens fell into  
                   the trap of nation 
 
 

                  (阿里山)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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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士政客> 

(華) 死志士 活為政客 無稀奇 

                        生於浮世 隨流漂逝 

(台) 死志士 活為政客 無稀奇 

            生於浮世 隨流漂逝 

(日) 死して志士生きて政治屋世の常よ 

           浮世に生まれやむなく生きる 

(英) Death and a patriot 

          being alive and a politician 

    the way of the world 

    born to this world 

    only have to live 

 

                       (Sydne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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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沒了> 

(華) 國沒了 送出子女 至國外 

                   孫兒女們 言語不通  

(台) 國無去 送出子女 至國外 

                   囝孫作伙 講話 通 
    (國無去 送出子女 至國外 

                       囝孫做伙 講話 通) 

(日) 国なくし子ら外国へ送り出す 

        孫ら異国の言葉通ぜず 

(英)  Losing home country--  
              Sending sons and daughters off 

              To foreign countries 

              Failed to communicate 

         With grandsons and granddaughters  

 (羅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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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與官能> 
 

  (華) 愛雖真 恐會雲散 不復見 
官能確真 不留痕跡 

 (台) 愛雖真 恐會雲散 不復見 
  官能確真 不留痕跡 

 
 (日) 愛情はまことたれとも消ゆるかも 

         官能まこと跡を濁さず 
 (英)  The love is true though 
           it may disappear away 
           the sensual feeling 
           is true certainly  
           but go away leaving not a trac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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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壇上> 
 
  (華) 帶角帽 遺影端坐 佛壇上  
                           無知孫兒 合掌祈拜 
  (台) 帶角帽 遺影端坐 佛壇上  
            無知孫仔 合掌祈拜 
  (日) 角帽の遺影居座る仏壇や 
                   何も知らない孫手を合わせ 
  (英)  On the Buddhist altar 
                a photo of a student 

              with a square college cap 
                his grandson knowing nothing 
                joins his hands in prayer   

 

 

                    (陽明山公園)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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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して志士生きて政治屋世の常よ 
       浮世に生まれやむなく生きる 
               （11・07・04） 

四季狂い桜花梅花の並び咲き 
          艶華の陰に一抹の寂び   
               （11・07・04） 

 

 

 

愛情はまことたれとも消ゆるかも 
          官能まこと跡を濁さず    
                                （11・07・04） 

天与う食色性也人の常 
          倫理習いて人の道行く                                  
               （11・09・27） 



 
清廉やワンマン政府のスローガン 
              国家の罠にはまる良民        
                  （11・12・03） 

  

 

 

清廉やワンマンボスの口癖よ 
            牢獄の中清吏あるのみ       
                  （11・12・03） 

一人去りまた一人逝くこの日頃 
                人の世悟り吾も旅立つ   
                  （12・06・04） 

  



アア君か昨日逢ったねそうだろう 
                  竹馬の友よ君認知症 
                   （12・06・20)  

もうだめだ十歩歩いて息をつぐ 
        誰も好かない歳のとりすぎ    
                      （12・06・07） 

 

                                    1996 

 

テレビ音騒々しいと孫の言う 
     耳の遠いいじじばば泣けず  
                  （12・06・17） 

羅や夕日が描く美の生身 

     若き日のこと老いの思い出 
                             （12・12・26） 



                （一）<網路人生> 

 

           網站的作品是一時的 

           幾天、幾年或十幾年 

           不能像平面印刷著作 

           留名青史 

           萬古流芳 

           或 

           遺臭萬年 

 

           網頁內容 

           既然可以在幾分、幾秒鐘內 

           就上網跟讀者見面 

           同樣地 

           也可以隨時隨刻 

           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不留痕跡 

 

           寂然嗎？ 

           也不必 

           您回饋了社會 

           也享受了成就的喜悅 

 

           人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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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是空虛的 

           就是虛擬的世界 

 

           留不留名青史 

           又何妨 

           與現世的你 

        又何干   

 

           人生和網路 

           同是虛擬的世界 

           不必多想 

           飄遊在虛擬世界吧。 

            （二○○五、七、二十） 

 

                

                        (古坑)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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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己本位> 
 

             總是以自己的 

             觀念 

             本性 

             解釋對方或別人的 

             行為 

             思想 

             所以永遠不了解 

             而反對 

             厭惡 

             別人的 

             行為 

             想法 

 (二○○五、八、二十）    

 (黃金海岸)1990 

 

 

129



            (三) <我不在乎誰在執政> 

           

          報上 

          一則感謝短文 

          感謝是由衷的 

          但 

          讓我心頭往下垂 

 

          退休教師自己寫道 

          是教導下一代 

          三十三年的教師 

 

          有錢有閒 

          到西伯利亞旅遊的教師 

          寫道 

 

         「我是一個小市民 

          不懂政治 

          也不喜歡分辨顏色 

          更不在乎是誰在執政」 

 

          遭受十八層地獄凌虐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喪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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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禍、白色恐怖的 

          先人、烈士、無辜受害者 

          在地下哭泣 

 

          殺人魔鬼在竊笑 

          嘿嘿！ 

          又多了一個大傻瓜 

          像老鼠會一樣 

          多教出一些傻瓜 

          讓我來宰殺 

          讓我來凌虐 

          滿足我的虐待狂癖 

 

          人在福中不知福 

          雖是巷內小道的 

 

          庶民俗語 

          也有一點道理 

 

          學問有絕對的自由 

          學府絕不許政治的介入 

          但 

          是說政客的政治  

          迷戀於權力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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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追求真理的政治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 

          事關自己、家人、朋友 

          是全人類的事 

          可不能「不在乎」 

 

          教導下一代 

          如何尋求自由、人權、正義、公平 

          是教師的職責 

 

          可憐 

          三十三年長 

          台灣的下一代 

          給一些懵懂教師 

          跟他們自己一樣 

          麻麻糊糊 

          糊裡糊塗 

          混過去了 

          腦子裡 

          空空洞洞 

          像夢遊病人 

          只靠僥倖活著 

 

          怪不得台灣有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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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狀豬 

          七歲到四十歲 

          十三歲到四十六歲 

          不夠多嗎？ 

          幸好 

          她還有一點良知 

          她仍存有一顆 

          善良知道感謝之心 

          值得安慰 

          還沒有失去人性 

          只是迷失在 

          人性、魔性、獸性的叢林裡 

          迷失在 

          貪婪、自私、僥倖的人海中 

 

          不知人權為何物 

          不知正義、公平為何物 

          不知真理為何物 

 

          人在福中不知福 

          只祈望 

          有一天 

          她不會成為 

          被宰的肥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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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狀豬 

          

          （2005-10-12） 

 

 

  

    (白沙灣)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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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良相未必能齊家> 
 

       公平、正義、無私 

       才智、意志、毅力 

       良相能治國 

 

       孝悌、慈愛、忠貞 

       是俗世 

       膚淺的觀點 

 

       社會一般 

       喜看人出醜 

       喜窺看隱私 

 

       一般俗言諺語 

       正反兩面成對 

       是俗世的憑依 

       不值得深思 

 

       蜚言流語 

       無言以對 

       良相未必能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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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看過地獄> 
 

       看過地獄 

       只剩空虛無奈 

       無言以對 

 

       沒有看過地獄的人 

       滿口倫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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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馬鹿野郎>  
 

       馬鹿野郎！ 

       馬鹿！ 

       中國人 

       大做文章 

       說是無比侮辱 

 

       馬鹿！ 

       好友、長輩 

       充滿愛情的 

       罵語 

       中國人不解 

 

       丁字褲 

       才二十年前 

       自稱中國才子 

       譏為日本人的國粹 

 

       二十年後 

       現代中國女子 

       爭相穿 

       比露 

 

       所謂大師老了 

       裝聾作啞 

       噤口如寒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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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字經> 
 

       幹撟 

       三字經 

       一個國中女生在發飆 

 

       她沒有想 

       三字經的意思 

       她只知道那是臭罵的言語 

       她不爽 

       所以她口出三字經 

 

       社會、衛道、假正經仕女 

       大做文章 

       民主、法治國家嘛 

       用法律語言來解釋批判 

 

       他們躲在汽車旅館中 

       執行三字經 

 

(註：刊載於「台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四期 -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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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口口聲聲說正義 

卻一點也看不出 

所謂的正義 

只有<國家利益> 

跟不敢明說的 

<個人利益> 

 

歷史會重演 

想起 1933 年的日本 

退出<國際聯盟> 

 

啊! 

歷史會重演 

哪兒來的正義 

只有拳頭的大小 

 

歷史告訴我們 

不論洋的東西 

不分古今 

永遠是 

黑白兩道 

在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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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民的思維：(1) 

（一個平凡人民的心聲） 

 

威權和民主： 

活過兩個時代 

各有千秋. 

 

表面旳和平 

恐怖下的自由 

 

還有 

穿著民主外衣下的 

威權 

  

菲律賓緫統杜特蒂説 

要脫離聯合國 

也不無道理 

 

看看 

有 2300 萬人民的 

台灣在國際的舞台 

就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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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世のさが 
 

たまたまこの世に 生まれ来て 
浮世のさがぞ 知りにけり 
長く生きれば 多くをば 
短く生きて 少しだけ 
 
善きか悪しきか 知らないが 
多様な仕草 見知りおき 
優しき心 仏だよ 
むごい仕草は 悪魔だよ 
 
神様あるか 知らないが 
人に力は 無い故に 
万能の神 神頼み 
宗教そこに 生まれけり 
 
宗教なりて 宗派成り 
善事勧誘 いい奴じゃ 
宗教利用 ずるい奴 
善きも悪しきも 宗教や 
 
聡きひとは 宗教を 



利用をばして 名利を得 
正直者は 宗教に 
利用されてぞ 愚か者 
馬鹿正直と 言われけり 
 
これぞ浮世や 眼を覚ませ 
浮世のさがぞ 万華鏡 
好きも嫌いも ままならず 
浮世に生きて ままならぬ 
これぞ浮世の さがならむ 
 

 



《井の中の蛙》 
 
        口をひらけば 
        滔滔と 
        他人を諭す 
        まるでのう 
        彼一人のみ 
        聖人君子 
        他人はみんな 
        凡人だと 
 
        彼は知らない 
        のだろうか？ 
        彼も他人も 
        みな同じ 
        倫理道徳 
        わきまえる 
        知識人だと 
 
        彼はのう 
        本当にのう 
        知らないの？ 
        皆が口を 
        開かずに 
        反駁しなく 
        心の中で 
        笑ってる 



        と言うこと 
 
        彼はのう 
        ナフタリン 
        自惚れや 
        唯我独尊 
        井の中の 
        蛙なのだよ 
        大海知らずの 
          （05・07・20） 

 
 

1990 

 

















 

 

 

 

 

 

 

 

 

 



 <台大中文系畢業生不認識的台大中文系教授> 

























再談母語(台灣閩南語)教學的亂象 - 鷸蚌相爭 

              (改寫自『母語教學的亂象』原文) 

                      吳昭新  







 

（一） 標音（拼音問題）： 













（二）用字和廢漢字問題： 







（三）台語漢字、辭典： 





（四）不可重踏專制體制下的壓制語言之路： 

 



 

《結語》 



 

 

 

 

 



http://olddoc.tmu.edu.tw/%20/big5.huaxia.com/wh/whxx/2005/00280259.html
http://olddoc.tmu.edu.tw/%20/big5.huaxia.com/wh/whxx/2005/00280259.html


      「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     

 「臺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方案」 與「方音符號系統方案」 

http://chiaungo.blogspot.tw/2011/06/blog-post.html




<台灣文學和台語文學涇渭分明不必再贅言> 













《國台對照活用辭典》這本辭典至少有十二大

優點： (10) 





















漢字台語文：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kumonoito-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kumonoito-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kumonoito-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kumonoito-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mikan-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mikan-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mikan-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mikan-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han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egami-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yabunonaka-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takasebune-T-0.htm
http://olddoc.tmu.edu.tw/Taiwanese-6/seibe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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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台灣閩南語標音符號』 

 （華語版）：Nov. 06, 2012 改版 

 吳昭新 

 

（本講義是為了在台灣受過小學、中學教育者及會講標準華語者的一般教學

和自修學習之用，因此以學習者在小學所學習的台灣國語的基本教學為基礎，說

明也止於發音、聲調、及變調的基本原則，而語言學上的詳細理論則不做解說，

至於實用上可能碰到的語言上的細節變化，則留待學習者在實際對話中，自然體

會瞭解。） 

 
（一）台語介紹 

 

1. 【台語】：嚴格地說，【台語】一詞應包括: 台灣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的

南島語，但在本講義中則依習慣只指狹義的台語－【台灣閩南語】，並且在

各種台語腔調中，也只選大家常聽到的一般通用腔，以免因多種腔調，讓學

習者產生畏懼，失去自信，不知所措。 

 

（二）台語的標音符號 
 

1. 本講義的主要目的是要給一般學習者知道, 怎樣使用台語的標音符號, 來學

習台語的發音，並給漢字標注台語的發音，進而從注音字典中找適當的漢字，

來書寫台語文章。 

2. 有關台語的標音符號，現在台灣教育部公佈的有兩套，（一）《台灣閩南語

注音符號》（閩南語音標系統「方音符號系統」教育部公告：中華民國 87.1.12；台（87）

語字第 87000577 號）和（二）《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符號》（教育部公告：中

華民國 95.10.14；台語字第 0950151600 號） 

3. 《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在本講義簡稱《台語注音符號》，是在台灣受過小學

教育的人都學過、會使用的《華（國）語注音符號》的延伸。這一套符號，



早於 1946 年 由台灣省國語推行委員會的朱兆祥教授所擬訂並公佈推行，當

時經過吳守禮教授跟朱教授研討並得其同意後，稍做極少部分的修改。之後，

因語言政治環境因素，暫時遭擱置的命運，至 1998 年（民國 87 年）再由教

育部重新公佈。這一套符號，只需在原有《華（國）語注音符號》上增加 5

個《台語注音符號》跟 14 個延伸符號就可以學會了。 

4. 《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符號》在本講義簡稱《台羅》, 是起源於十八世紀，

外國傳教士來台灣傳教時，為應付當時一般台灣民眾, 大部分為文盲的情況

下，為了不認識漢字的國人，傳教方便所制定的, 以羅馬字將台語發音拼音出

來的一套符號，也就是簡稱《教羅》的《教會羅馬字》。這一種情況不只是

台灣閩南語，客家話、西拉亞話、各種原住民的語言都有，甚至中國各地的

方言和越南話都有同樣的情形，皆是一種基於大部分人民為文盲的時代產

物。最近十多年來，有幾套類似的羅馬字拼音系統互相競爭，如教會羅馬拼

音、通用拼音、TLPA 拼音法、漢語拼音法等，互相爭論不休，最後教育部居

中調停，至 2006 年 10 月才公佈教育部版《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符號》，

其實在現在的時間點，爭執還繼續存在。 

本講義，暫時採取教育部公佈的上述兩套標音符號做為台語發音的學習依

據，並且依台灣現實的教育學習環境，以一般大眾較容易學習的《台灣閩南

語注音符號》為主，以《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符號》為輔。 

現實，學校教學上，不知什麼原因，教育部只推廣《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

符號》，而不推廣較容易學習的《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而且也說不出其

原由。 

5. 其實，每一套拼音符號都有其優缺點，《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如此，《台

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符號》亦如此。因為本文不是要研討語言學，所以不提

詳細論說。 

在本講義的最後附有《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與《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符

號》的對照表（包括各符號的代表漢字外，還有相對日語和英語的解釋），

以及華語版《華、台注音符號和其他七種標音符號的對照表》（包含漢語拼

音）做比較參考。請細心把表中每一個符號的正確發音學好。 



 

（三）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 
 

【因為在台灣，絕大部份的人（7～80 歲），都已學過並通曉華（國）語注音

符號，為了節省學習時間，以下僅說明台語通用腔標音所需要的符號】 

1. 台語常用的注音符號共有 46 個， 

2. 包括：子音 21 個，和母音 25 個。其中， 

3. 華、台語共用的有 27 個，台語專用的有 19 個。 

4. 下面藍色的符號是華、台共用的，橘色的符號是台語專用的。 

5. 子音：21 個 

【ㄅ、ㄆ、ㄇ、ㄉ、ㄊ、ㄋ、ㄌ、ㄍ、ㄎ、ㄏ、ㄐ、
ㄑ、ㄒ、ㄗ、ㄘ、ㄙ、、、、、】 

6. 母音：25 個 

【ㄚ、ㄜ、ㄛ、ㄞ、ㄠ、ㄢ、ㄣ、ㄤ、ㄥ、ㄧ、ㄨ、
、、、、、、、、、、、
、、】 

 
（四）台語特有的濁音和鼻化音 

 

1. 台語的語音中，有華語沒有的「濁音」和母音的「鼻化音」。 

2. 【濁音】發音時聲帶震動的音叫做濁音(也叫做有聲)，聲帶不振動的音做清

音(也叫做無聲)。子音有清，有濁，而多數語言中母音都是濁音。 

 子音的濁音在日語和英語都有，但標準華語就沒有，所以講日語和英語

的人要學習濁音毫無困難，但講標準華語的人，則對於子音的濁音是陌

生的，所以需要花一點點時間和工夫學習。例如他們常把台語的「我」

（）發音做（），「有錢人，富翁」的「好額人」（丮）發

音並寫成「好野人」（），因為不習慣【】（ㄍ的濁音）的發

音的緣故。 



 5 個台語專有的子音中，有 4 個是華音的「清音」所延伸的「濁音」，所

以其符號就在「清音符號」的尾巴簡單加上一個圈圈就大功告成，變成

「濁音符號」，但要注意圈圈「不要超過」原筆畫。如： 

【ㄅ→】、【ㄍ→】、【ㄐ→】、【ㄗ→】 

其發音與英語的濁音相似： 

【﹦B: bed, big, bye, bird 的 B】 

【﹦G: good, go, get, dog 的 G】 

【﹦J: Japan, jet, John 的 J】 

【﹦Z: zero, zigzag, zoo, zoom Z】 

 第 5 個子音是帶著鼻音的（ㄍ）： 

【－ 夾 的 ﹦ng-】“夾”東西的夾的台音。 

3. 此外還有兩個較特殊的【子音的母音化】： 

【－ 黃 的 ﹦ng】黃色的黃。 

【－ 伓（不）的 ﹦m】“不”的意思。（緊閉雙唇，把聲

音從鼻子送出來）。 

4. 【母音的鼻化音】是台語特有的，華語、日語和英語都沒有，不過學習

上並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只要在發音母音時把氣息從鼻腔和口腔雙方同時發

出來就可以了。 

 14 個台語專用母音中， 

 有 5 個是華音的「母音」和「複合母音」的「鼻化音」， 

【ㄚ→】、【→】、 【ㄨ→】、 

【﹦ㄚ＋】、【﹦ㄚ＋】 

 另加上 2 個台語專用母音的「鼻化音」， 

【→】、【→】 

 母音的「鼻化音符號」也是跟子音的濁音符號一樣，在原母音的尾巴

上簡單地加一個圈圈就表示是一個鼻化音母音，不過要注意這個圈圈跟

「濁音符號」不一樣，需要「超過」原筆畫如上。 



5. 另外有 3 個「複合音符號」是跟華語注音符號的【ㄢ】、【ㄣ】一樣【ㄢ﹦

ㄚ+ㄋ】、【ㄣ﹦ㄜ＋ㄋ】將兩個單音（母音＋子音）合起來成為一個複合音

的符號如下： 

【﹦ㄚ＋ㄇ】、【﹦＋ㄇ】、【﹦＋】 

所以學起來也很容易。 

6. 所以各位實際需要學的新的符號，不過是原已熟悉的華音符號外增加的 5 個

台語符號而已，如下： 

【、、、、】 

7. 關於【、】兩個符號須要附帶稍作說明。凡是母音 a,e,i,o,u 都會因嘴形

和發音的位置而會有不同的發音，學習過英語發音的人都會了解。台語的

【、】跟華語的【ㄜ、ㄛ，ㄝ】同為【o 和 e】的發音，但嘴形有些不同，

發出來的音也就不同了。【】發音時嘴要開得比【ㄛ】大一些，並嘴兩邊

稍微向後拉，如台語的「天黑黑（烏）」的【】音，【ㄜ、ㄛ】兩音台語

都用到，只是兩音是互補的，就是用哪一音都沒有關係，一向南部人多用前

音，北部人多用後一音。【】則比華語的【ㄝ】嘴開得窄一些，如台語「會

曉（會）」的【】。 

8. 【ㄨ】音台音和華音雖然用同一個符號，但實際上發音則有些不同，華音的【ㄨ】

嘴唇比較突出成圓形，台音則沒有那麼突出，因此台灣人說華語的【我】【ㄨ

ㄛˇ】時，聽起來好像【ㄜˇ】似的。 

9. 「台語注音符號」、「台灣閩南語羅馬拼音」以及 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之間的相對應、則請參照文末附件的「台語二種拼音對照表」。 

 
（五）聲調記號 

 

1. 台語有七種聲調，平常所謂的八種聲調，其中第二和第六聲調是重複的，只

是為記憶方便設定為八個聲調（有些地方音是有八種聲調）。 

2. 聲調符號如下： 

第一聲【無號】：陰平調－高平調（），與華語的第一聲（陰平）相近。  

第二聲【】：上聲調－高降調（），大致和華語的第四聲（去聲）相同。  



第三聲【】：陰去調－低降調（），大致和華語的第三聲（上聲）的前

半段相同。  

第五聲【】 ： 陽平調－中升調（），在華語的第二聲（陽平）和第三

聲（上聲）之間，較近第二聲（陽平）（尤其是泉州音）。 

第六聲：與第二聲相同。 

第七聲【】：陽去調－中平調（），華音無此聲調（如台北市的─市）。

韻尾收於－ㄅ、ㄉ、ㄍ、ㄏ－叫做入聲（促聲、喉塞音），分為： 
第四聲【□，□，□，□】：陰入調－低短調（）。 

第八聲【□，□，□，□】：陽入調－高短調（）。 

右下方的小寫標記表示促聲、喉塞音韻尾，是入聲的標記。 

在小寫的促聲、喉塞聲音尾符號頂上加一圓點【】，以表示陽入調。 

 
（六）入聲 (Entering tone, Unreleased stop) 
 

1. 台語的第四聲和第八聲叫做「入聲」，是一種短而促的發音。華語古音的入

聲都已併入四聲中，因此現代標準華語中已沒有入聲，但作古詩時，為分別

平仄需做考慮。台語則在日常會話音中，仍然保持有入聲，日語中也有類似

的發音叫做「促音」，是受到漢語古音的影響，英文也有相似的語音發聲叫

做（Stop consonant 或 glottal stop），這些是相似，雖然不是完全相同，對

於入聲的學習仍有所幫助，但應有分別。 

2. 入聲的音節最後以子音（ㄅ、ㄉ、ㄍ、ㄏ－ p, t, k, h）終止。 

3. 例如：日語的「學校」，「學」和「校」分別的發音是「gaku」和「koo」但

「學校」則發音做「gak-koo」中間少了「u」的音，英語的「stop」或「get」   

的「p」和「t」的音不發出聲音，而是嘴唇或舌尖的位置停在要發出「p」或

「t」的位置，也就與入聲相似，因事關語音學專門學問，不做詳細解說，請

從實際學習。 

4. 因此入聲並不是很難學的發音，說日語或英語的人實地應用時，在不知不覺

中都會學會。 



（七）輕聲、輕聲記號 
 

單字沒有輕聲，所以輕聲不屬於台語七聲或華語四聲中的聲調，輕聲是詞音

或句中的變音，多發生在複音詞第二字以下或者動詞的詞尾、受詞等。複音詞的

上一音節讀得重、清楚（重念）時，次一音節自然就變輕而失去固有的聲調。一

個字，重念時，詞義加強而明顯，輕念則實義虛化，以致失去其本義。輕聲輕念，

還有緩和語氣或產生歧義的作用。跟語法也有關係。文言文不講究輕聲，活語言

不講究輕聲的運用就沒有活氣。  

例子：  

例句 第二字輕聲 意義 第一字變音 意義 

無去 無去 掉了 無去 沒有去 

後日 後日 後天 後日 日後 

 
（八）台語中的同一字的不同呼音 

 

1. 台灣現在可以聽到的台語隨著地方有不同的腔調，如：漳州腔、泉州腔、廈

門腔或其他各地的特殊腔調等，有的則除了老一輩的人，已經不常用了，或

者已演變了，因為這一講義的目的是要給一般人學習現在多數人使用的一般

通用的台語發音，不是講解語音學的書，因此只講解大家常會聽到的通行腔

調語音，至於已經不常用或已演變的語音則予省略掉，學習者在實際場合碰

到時隨地瞭解就好。 

2. 時而聽到有人抱怨台語發音很難學，其實並沒有那麼困難，只要把「標音符

號」學好，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也許大家會迷惑，台語有那麼多種標音符

號，應該學哪一種標音符號較好？ 

3. 如前述 (二) 台語的標音符號，主要只有兩種系列： 

 第一種系列是，以台灣絕大部份的住民熟悉的「華語注音符號」為基礎

延伸出來的「台語注音符號」。 

 第二種系列是以羅馬字標音的方法。 



兩者都可以、也能並存不悖，只要學習其中一種，另外一種也就再花兩、三

小時就可以學好。 

4. 讓我們看看，一樣使用漢字的日本的例子。日語也有羅馬拼音，甚至在明治

維新時，有著名作家志賀直哉，廢日語改用法語等主張，但一般使用上，他

們所用的仍然是「片假名、平假名」，就是跟「國、台語注音符號」一樣取

自漢字筆劃中的拼音符號，只是日本的假名除了注音外還有用於『送假名』

的用途。 

5. 雖然有多種標音法，這就好比電腦的漢字輸入法，雖然有好多種，但你用哪

一種方法都沒有關係，只要用你最熟悉最習慣的輸入法，就是最容易最快的

輸入法。 

 



（九）連續變音 
  

台語兩個字（音節）以上時，前面一個字（音節）需改變音調，聽起來才自

然。變音是有規則的： 

第一聲 →→ 第七聲  

第二聲 →→ 第一聲  

第三聲 →→ 第二聲  

第五聲 →→ 第七聲（南部） （或第三聲 －北部）  

第七聲 →→ 第三聲  

第四聲（） →→ 第八聲 （ 則變第二聲）  

第八聲（） →→ 第四聲 （ 則變第三聲） 

 

 

 

 

  

 

 

 

 

 

 

 

 

 

 4：骨（頭）





2：手（心） 

3：嘴（齒） 7：鼻（孔） 

8：目（睭） 

扑

白  
 

1：骹（底） 5：頭（殼） 



Appendix (I)  (附一) 
 

Comparison table for 
《Bopomo for Taiwanese》and《Roman spelling for Taiwanese》 
 by Chiau-Shin Ngo 
 
《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與《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符號》對照表 
 吳昭新 編 

 
 

（A）Consonants (聲母、子音) 

 
blue：shared symbols, red：Taiwanese-specific symbols. 
藍色：華台共有的符號；紅色：台語專用的符號 
Bopomo 
(Symbol) 

Hanzi 
Example 

Roman 
spelling

IPA 
Japanese 

〔meaning〕 

English 
〔meaning〕 

注音符號 漢字範例 
台羅 

教育部 
IPA 日本語 English 

 包仔 p p 肉まん Stuffed bun 

 帽仔 b b 帽子 hat 

 扑 ph pʻ 殴る beat 

 阿媽 m m お祖母さん grandma 

 刀 t t 刀 sword 

 桃仔 th tʻ 桃 peach 



 乳嘴 n n おしゃぶり pacifier 

 梨仔 l l 梨 pear 

 狗 k k 犬 dog 

 牛 g g 牛 cow 

 褲 kh kʻ ずぼん pants 

 夾菜 ng  ŋ 箸で野菜を挟み

とる 
hold vegetable 

between chopsticks

 花 h h 花 flower 

 酒 ts ʨ 酒 liquor 

 字 j ʥ 字 character 

 七 tsh ʨʻ 七 seven 

 想 s ɕ 思う think 

 知 ts ʦ 知る know 

 熱 j z 暑い hot 

 菜 tsh ʦʻ 野菜 vegetable 

 竹筍 s s たけのこ bamboo shoot 

 



（B）Vowels（韻母、母音） 

blue：shared symbols, red：Taiwanese-specific symbols. 
藍色：華台共有的符號；紅色：台語專用的符號 
Bopomo 
(Symbol) 

Hanzi 
Example 

Roman 
spelling

IPA 
Japanese 

〔meaning〕 

English 
〔meaning〕 

注音符號 漢字範例 
台羅 

教育部 
IPA 日本語 English 

ㄚ 阿 a a ア a 

 餡 ann ã 餡子 
Bean jam 

Stuffing 

 土 oo ɔ 土 soil 

 睏 oonn    ɔ̃  ララバイ　 lullaby 

 /  o o オ o  

 鵝 o ə 鵞鳥 goose 

 鞋 e e 靴 shoes 

 紅嬰 enn e ̃ 赤子 baby 

 海 ai ai  海 sea 

 歹人 ainn ãĩ 悪人 bad man 

 肉包 au au 肉まん meat-buns 

 暗時 am 

am 

夜 night 



 掩嘴 oom ɔm 手で口をふさぐ cover the mouth

 伓是 m m ～でない not 

 毯仔 an an 毛布 blanket 

 不單獨使用 - ɔn 
(ɔn) (ɔn) 

 巷仔 ang aŋ 路地 lane 

 國王 ong ɔŋ 国王 king 

 不單獨使用 eng  
əŋ (əŋ) (əŋ) 

 黃 ng ŋ 黄色 yellow 

 椅仔 i i 椅子 chair 

 圓 inn Ĩ 丸い round 

 碗 u u 茶碗 bowl 

 羊 unn ũ 羊 sheep 

 
 

櫻花 ing  ieŋ台 
iŋ華 桜 cherry blossoms

 
 

因為 in in ～なので because 

ㄨ 
ㄣ 

溫度 un un 温度 temperature 



（C）Stop consonants or glottal stop（入聲、促音） 

 

Bopomo 
(Symbol) 

Hanzi 
Example 

Roman 
spelling

IPA 
Japanese 

〔meaning〕 

English 
〔meaning〕 

注音符號 漢字範例 
台羅 

教育部 
IPA 日本語 English 

 回答 p p ̚ 答え answer 

 折 t t ̚ 折る break 

 北 k k ̚ 北 north 

 鴨 h ʔ あひる duck 

  十 p p ̚  十 ten 

 力 t t ̚ 力 strength 

 洗浴 k k ̚ 体を洗う bathe 

 盒 h ʔ 小箱 box 



（D）Tone symbols（台語聲調記號對照表） 

聲調記號 

(Tone Symbols) 
Bopomo 
注音符號 

Roman spelling
台羅(教育部) 

第一聲 
1st tone 

 
無聲調 

(no symbol)
無聲調 

(no symbol) 

第二聲 
2nd tone ˋ  á 

第三聲 
3rd tone  à 

第四聲 
4th tone  p,t,k,h 

第五聲 
5th tone ˊ â 

第六聲 
6th tone 

同第二聲 
same as 
the 2nd 

同第二聲 
same as 
the 2nd 

第七聲 
7th tone      ā 

第八聲 
8th tone  a ̍

(p, t, k,h) 

 
 



Appendix (II) 附〔二〕 
 
Comparison table for  
(Mandarin-Taiwanese Bopomo Phonetic symbols) and  
(7 more spelling symbols) 
 by Chiau-Shin Ngo 
 
(華、台注音符號) 和 (其他七種標音符號) 對照表 
 吳昭新 編 
 

（A）Consonants（聲母、子音） 

blue : shared ; red : Taiwanese-specific; green：Mandarin specific 
藍色：華台共有的符號；紅色：台語專用的符號；綠色：華語專用的符號 
Bopomo 

Symbol 

Hanzi 
Exsmple 

(Taiwanese)

Hanzi 
Example 

(Mandarin) 
Wu 

Roman

spell 
TLPA Church

Tong-

yong

Hanyu 

pinyin 
IPA 

注音 
符號 

漢字範例
（台） 

漢字範例 
（華） 

華台
台羅
教部

TLPA 教羅 通用 漢語 IPA 

 包仔 包子 b p p p b b p 

 帽仔 － bb b b b bh bb b 

 扑 拍 p ph ph ph p p pʻ 

 阿媽 媽媽 m m m m m m m 

 － 風 f - - - f f f 

 刀 刀 d t t t d d t 

 桃仔 桃子 t th th th t t tʻ 

 乳嘴 奶嘴 n n n n n n n 



 梨仔 梨子 l L l l l l l 

 狗 狗 g k k k g g k 

 牛 － gg g g g gh gg g 

 褲 褲子 k kh kh kh k k kʻ 

 夾菜 － ng ng ng ng ng ng ŋ 

 花 花 h h h h h h h 

 酒 酒 j (i) ts c ch z z ʨ 

 字 － jj j j j r zz ʥ 

 七 七 ch (i) tsh ch chh c q ʨʻ 

 想 想 sh (i) s s s s x ɕ 

 － 之 jh, j- - - - jh zh tʂ 

 － 吃 ch - - - ch ch tʂʻ 

 － 失 sh - - - sh sh ʂ 

 － 日 r - - - r r ʑ 

 粽 粽子 z, tz ts c ch, ts z z ʦ 

 熱 － zz j j j r zz z 

 菜 菜 ts, c tsh ch chh c c ʦʻ 

 竹筍 筍子 s s s s s s s 

 



（B）Vowels（韻母、母音） 

blue : shared ; red : Taiwanese-specific; green：Mandarin specific 
藍色：華台共有的符號；紅色：台語專用的符號；綠色：華語專用的符號 
Bopomo 

Symbol 

Hanzi 
Exsmple 

(Taiwanese)

Hanzi 
Example 

(Mandarin) 
Wu 

Roman

spell 
TLPA Church

Tong- 

yong 

Hanyu 

pinyin 
IPA 

注音 
符號 

漢字範例
（台） 

漢字範例 
（華） 

華台 
台羅
教部

TLPA 教羅 通用 漢語 IPA

ㄚ 阿 阿 a a a a a a a 

 餡 - ann ann ann an, 
aN ann na ã 

 土 - oo oo oo O o oo ɔ 

 睏 - oonn oonn oonn on, 
oN onn noo ɔ̃̃ 

 / 桌 o o o o or o o 

 鵝 鵝 or o er - or e ə 

 － 夜 ee  - - e e ℇ 

 鞋 - e e e e e e e 

 紅嬰 - enn enn enn en, 
eN enn ne e ̃

 海 海 ai ai ai ai ai ai ai

 歹人 - ainn ainn ainn ain, 
aiN ainn nai ãĩ 

 － 杯子 ei - - - - ei Ɛi 

 包仔 包子 au au au au ao ao au 



 － 海鷗 ou - - - - ou ou 

 暗時 - am am am am am am am

 掩嘴 - oom oom oom oom oom oom ɔm

 伓是 - m m m m m m m 

 毯仔 毯子 an an an an an an an 

 不單獨使用 根 en - - - en en ən 

 巷仔 巷子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ŋ 

 國王 - ong ong ong ong ong ong ɔŋ 

 不單獨使用 電燈 eng eng eng eng eng eng əŋ 

 黃 - 
Ng, 
-ng ng ng ng ng ng ŋ 

 － 兒子 er, -r - - - er, -r er, -r ɚ 

 椅仔 椅子 i, y-, yi i i i i 
i, y-, 

yi 
i 

 圓 - inn inn inn in, iN inn ni Ĩ 

 碗 碗 
-u, 

wu-, 
u u u -u, 

wu-, 
-u, 
w-, 

u 

 羊 - 
-unn, 
wunn-

unn unn un, 
uN

unn nu ũ 

 － 雨 -iu, yu - - - -iu, 
yu 

u, yu ü 

 
 

櫻花 櫻花 ing ing ing ing ing ing Iŋ 華
eŋ 台

 
 

因為 因為 in in in in in in in 



（C）Stop consonants or glottal stop（入聲、促音） 

Bopomo 

Symbol 

Hanzi 
Exsmple 

(Taiwanese)

Hanzi 
Example 

(Mandarin) 
Wu 

Roman

spell 
TLPA Church

Tong-

yong

Hanyu 

pinyin 
IPA 

注音 
符號 

漢字範例
（台） 

漢字範例 
（華） 

華台
台羅
教部

TLPA 教羅 通用 漢語 IPA 

 回答 - p p p4 P -p -p p ̚

 折 - t t t4 T -t -t t ̚  

 北 - k k k4 k -k -k k ̚
 

 鴨 - h h h4 h -h -h ʔ 

 十 - p' p p8 ' p p ˊp p ̚

 力 - t' t t8 ' t t ˊt  t ̚  

 洗浴 - k' k k8 ' k k ˊk k ̚

 盒 - h' h h8 ' h h ˊh ʔ 

 



（D）Tone symbols（台語聲調記號對照表） 

Tone 
Symbol 

Bopomo 
Symbol 

Wu 
Roman 

spell 
TLPA Church 

Tong- 
yong 

Hanyu 
pinyin 

聲調 
符號 注音符號 華台 

台羅 
教部 

TLPA 教羅 通用 漢語 

第一聲 
1st tone 

No 
symbol 

No 
symbol 

No 
symbol 1 No 

symbol
No 

symbol ā 

第二聲 
2nd tone ˋ 2 á 2 á à ă 

第三聲 
3rd tone  3 à 3 à a à 

第四聲 
4th tone  p, t, k, h p, t, k, h 4 p, t, k, h ¯p, t, k, h ¯p, t, k, h

第五聲 
5th tone ˊ 5 â 5 â ă á 

第六聲 
6th tone = 2nd = 2nd = 2nd = 2nd = 2nd = 2nd = 2nd 

第七聲 
7th tone  7 ā 7 ā ā â 

第八聲 
8th tone  8 

a ̍  
(p, t, k,h) 

8 
8 

a ̍  
(p, t, k, h)

8 
p, t, k, h ′p, t, k, h

 

 



《醫師、病人－醫病關係五十年》 










	0000-老 醫 隨 想 集-封面-0
	000-01-02-老醫隨想集-目錄
	0001-01-03-簡歷
	台灣漢語俳句短歌集第三集-0 216
	台灣漢語俳句短歌集第三集-0 217
	台灣漢語俳句短歌集第三集-0 218

	0001-01-04-WHAT IS A HAIKU(Poem)
	001-1-01-(一) 開場白
	001-1-02-(二)出生
	001-1-03-(三)  孩提時代 (1)
	001-1-04-(四)  就讀日本本土小學
	001-1-05-(五) 中學時代
	001-1-06-(六) 大學時代
	001-1-07-01-(七)-1-前言和18趴
	001-1-07-02-(七)-2-臺大醫院住院醫師
	001-1-07-03-(七)-3-馬偕醫院
	001-1-07-04-(七)-4-開業時期
	001-1-07-05-(七)-5-台北鐵路醫院
	001-1-07-06-(七)-6-中山醫專
	001-1-07-07-(七)-7-省立台北醫院
	001-1-07-08-(七)-8-台南醫院
	001-1-07-09-(七)-9-預研所
	001-1-07-10-(七)-10-檢疫總所
	001-1-08-1-運氣-1-台南醫院
	001-1-08-2-職場上的機遇
	001-1-08-3-證件
	001-1-08-4-沒有實現的運氣
	001-1-09-1-人之本性-民意代表
	001-1-09-2-醫界老師-前輩-同事
	001-1-09-3-人之本性-同事
	001-1-10-1-1-學術路程
	001-1-10-1-9-捷克之行
	001-1-10-2-醫界派系
	001-1-10-3-血液學 (1)
	001-1-11-醫學倫理
	001-1-12-衛生行政
	002-01-細說「俳句」附帶 說漢語 (華語 )俳句 之真
	002-02-簡介 俳句 及跟隨世界潮流的商榷 -華語版 - 複製
	002-03-淺說漢語俳句
	002-04-俳句與現代詩
	002-05-吟詠漢語俳句的要訣及補充
	002-06-漢語俳句再次的錯誤
	002-07-第三集序
	002-08-俳句和伝統俳句與大眾取向主義
	002-09-季語和基語 (keyword)
	002-10-俳句的兩種面相
	002-11-台灣俳句史補遺-黃靈芝主宰的俳句觀
	002-12-1-basyou-buson-001
	002-12-1-basyou-buson-002
	002-12-1-basyou-buson-003
	002-12-1-basyou-buson-004
	002-12-1-basyou-buson-005
	002-12-1-basyou-buson-006
	002-12-1-basyou-buson-007
	002-12-1-basyou-buson-008
	002-12-1-basyou-buson-009
	002-12-1-basyou-buson-010
	002-12-2-00-0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1 (1)
	002-12-2-00-02-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1 (2)
	002-12-2-00-03-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1 (3)
	002-12-2-00-04-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1 (4)
	002-12-2-00-05-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1 (5)
	002-12-2-00-06-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1 (6)
	002-12-2-00-07-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1 (7)
	002-12-2-00-08-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1 (8)
	002-12-2-00-09-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27
	002-12-2-00-10-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28
	002-12-2-00-1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12)
	002-12-2-00-12-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2)
	002-12-2-00-13-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3)
	002-12-2-00-14-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1)
	002-12-2-00-15-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4)
	002-12-2-00-16-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5)
	002-12-2-00-17-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6)
	002-12-2-00-18-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002-12-2-00-19-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002-12-2-00-20-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002-12-2-00-2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002-12-2-00-22-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35
	002-12-2-00-23-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97 (1)
	002-12-2-00-24-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97 (2)
	002-12-2-00-25-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97 (3)
	002-12-2-01-(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8
	002-12-2-02-(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9
	002-12-2-03-(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13
	002-12-2-04-(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17
	002-12-2-05-(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20
	002-12-2-06-(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24
	002-12-2-07-(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26
	002-12-2-08-(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29
	002-12-2-09-(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10)
	002-12-2-10-(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11)
	002-12-2-11-(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2)
	002-12-2-12-(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3)
	002-12-2-13-(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4)
	002-12-2-14-(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5)
	002-12-2-15-(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1)
	002-12-2-16-(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002-12-2-17-(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7)
	002-12-2-18-(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8)
	002-12-2-19-(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37 (9)
	002-12-2-20
	002-12-2-21-oobooshingo-poem 24
	002-12-2-22-oobooshingo-poem
	002-12-2-23-oobooshingo-poem 36
	002-12-2-24-
	002-12-2-25-oobooshingo-poem 52
	002-12-2-26-oobooshingo-poem 58
	002-12-2-27-oobooshingo-poem 61
	002-12-2-28-oobooshingo-poem 67
	002-12-3-0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07
	002-12-3-02-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08 (8)
	002-12-3-03-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08 (2)
	002-12-3-04-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08 (3)
	002-12-3-05-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08 (4)
	002-12-3-06-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08 (5)
	002-12-3-07-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08 (1)
	002-12-3-08-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08 (6)
	002-12-3-09-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08 (7)
	002-12-3-10-(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72
	002-12-3-11-(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74
	002-12-3-12-(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76
	002-12-3-13-(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78
	002-12-3-14-(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79
	002-12-3-15-oobooshingo-poem 73
	002-12-3-16-oobooshingo-poem 76
	002-12-3-17-oobooshingo-poem 79
	002-12-4-0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27
	002-12-4-02-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28
	002-12-4-1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29
	002-12-4-2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30
	002-12-4-22-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31 (1)
	002-12-4-23-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31 (2)
	002-12-4-24-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31 (3)
	002-12-4-25-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31 (4)
	002-12-4-3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40
	002-12-4-4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41
	002-12-4-5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42
	002-12-4-6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43
	002-12-4-71-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45 (1)
	002-12-4-72-吳昭新漢語俳句短歌自由詩(第一集) 145 (2)
	002-12-4-81-(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94
	002-12-4-82-(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95
	002-12-4-91-(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96
	002-12-4-92-(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97
	002-12-5-11-(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98
	002-12-5-12-(漢語俳句短歌短詩(第二集)) 99
	002-12-5-21-oobooshingo-poem 84
	002-12-5-22-oobooshingo-poem 85
	002-12-5-31-oobooshingo-poem 86
	002-12-5-32-oobooshingo-poem 87
	002-12-5-41-oobooshingo-poem-volume-2 90
	002-12-5-51-oobooshingo-poem-volume-2 91
	002-12-5-52-oobooshingo-poem-volume-2 92
	002-12-5-61-oobooshingo-poem-volume-2 93
	002-12-5-71-oobooshingo-poem-volume-2 94
	002-12-5-81-oobooshingo-poem-volume-2 95
	002-12-5-91-oobooshingo-poem-volume-2 97
	002-12-5-92-oobooshingo-poem-volume-2 98
	003-01-台大中文系畢業生不認識的台大中文系教授
	003-02-再談母語（台灣閩南語）教學的亂象－鷸蚌相爭
	003-03-「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臺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方案」 與「方音符號系統方案」
	003-04-Tai-PA-w-chn
	003-05-醫師、病人－醫病關係五十年 
	005-01-版權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