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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闽南语童谣随着先辈南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融入本土色彩。这些通过口头

传授的作品，会因为人们记忆的衰退以及载体的死亡而式微。为了保护这些文化遗

产，本论文将以雪州班达马兰新村为研究地点，以闽南童谣为对象，进行搜集及整

理的工作。 

 本论文也将把这些用口头采集方式得来的童谣，转录为文字，并且进行分类，

最终做文献保存。接着，笔者也将这些成果与其他地区的闽南语童谣进行比较，从

中探讨班达马兰新村的闽南语童谣与其他地方的闽南童谣之异同之处。 

 

【关键词】班达马兰新村；闽南语童谣；口传文学；吧生；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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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闽南语童谣指的，是以闽南语创作的方言歌谣，是一种口传文化。这些创作大

多取材于闽南人生活中的大小事物，因此内容包罗万有。我们的先辈在南渡到这片

土地上讨生活，而这些闽南语童谣也就随着我们的先辈南来，在这里落地生根。而

童谣这一个口传文学，由于并无实际的文本载体，因此在滞留了一段时间后，开始

与马来半岛特有的意象融合，造就了一种特别的风格。这种蕴含了闽南人集体记忆

的作品，会因身为载体的人死去而逐渐式微，因此有必要趁早进行整理工作，尽力

挽留、保存这些智慧结晶。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本论文将以班达马兰新村(Pandamaran)为研究范围，采集及整理流传于当地的

闽南语童谣。闽南语童谣的创作，与闽南文化密不可分。而笔者有感近年来，闽南

语使用之频率已不如前几代人一般。笔者之同辈已鲜少使用方言，更遑论继笔者之

后的几代人。因担心集闽南语文化、先辈之智慧结晶，以及时代背景的这一类作品

失传，笔者希望可以借写论文的机会，为班达马兰的闽南语童谣做一次整理，让她

得以传承下去。 

 本论文以班达马兰新村为研究范围的原因，主要在于研究地与笔者的关系。班

达马兰新村是笔者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笔者对该地抱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选择

研究范围时，班村即成为了笔者的首选。再者，据笔者所知，该地的童谣之采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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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鲜少有人处理。当地小孩也多受时代影响，大多不谙方言。同时，身为童谣载

体的长辈也不敌岁月，相继逝世，能记清记全歌谣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希望借写论

文的机会为流传于班村的闽南语童谣作一次整理，让此后的有志之士有一个参考范

本。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前人学者做的类似整理，有周长楫、周清海编的《新加坡闽南话俗语歌谣

选》，是新加坡在地的闽南语歌谣选集。本地学者所作研究，有杜忠全的《老槟城，

老童谣》，整理了槟城人的闽南语童谣。笔者打算研究的地域，截至目前为止，未

曾见有人做过相关整理。至于可参考的论文，有同系学姐萧淑蓉所写的学位论文

《雪兰莪乌鲁音峇鲁闽南语童谣之搜集与整理》，处理了在当地流传的闽南语童谣。

学姐吴柔憓也曾经为霹雳安顺的童谣做了一次整理，成果全载录于其学位论文《霹

雳安顺闽南语童谣之搜集与整理》内；至于笔者打算研究的班达马兰新村，也曾有

学长黄舰兴在他的学位论文《雪兰莪班达马兰闽南童谣之搜集与整理》作了一次整

理。其作虽有成果，然稍显不足。同时，在参考了以上数人的成果之后，笔者发现

同样的童谣在不同地区，有可能因为传播过程添加的元素，而出现不同版本。因此，

此次采集想必可以与其他地域的童谣作比较，看出其不同及可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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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笔者将通过录音的方式采集当地尚存的闽南语童谣，然后将采集成果转化为文

字，再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记载以及整理的工作。最后，笔者将参考专书以及童谣相

关整理集，对照前人之研究成果，对采集成果进行分类以及比较。 

 由于班达马兰之童谣未曾有人进行研究，在没有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笔者

必须亲自前去进行访谈，收集童谣。采集对象将由笔者周围的长辈开始，从父母到

亲戚，然后尝试对亲戚的小朋友们进行采访。接着扩大研究对象，到新村内以中老

年人为对象进行采集。之后，笔者将会以采集成果为本，对照前人的研究成果，为

采集得来的闽南语童谣进行转录工作，整理出相关文本，以期保留这些童谣。最后，

笔者将参考各类专书以及童谣相关文本，辅以前人之研究成果，对采集成果进行分

类以及比较。 

 

第四节 研究难题 

 采集及整理班达马兰新村的闽南语童谣，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愿意接受笔者

采访的人并不多。他们会认为自己小时候戏耍的这些玩意儿没有太大价值，因此也

不好意思提供材料。因此，笔者采集资料时只能从身边长辈下手，或是经由长辈们

为笔者牵线，才得以向对方进行采访。 

 与此同时，愿意接受采访的对象，往往已经记不清他们以前念诵过的童谣了。

笔者在得到论文题目时也曾尝试自己吟唱童谣，但浮现的大都是些零碎的断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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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有一些不同童谣交杂融汇在一起的情况，能记全的童谣无几，更何况是年事已

高的受访者？这些受访对象，往往也只记得零碎的残渣，所记得童谣大部分只是断

片。因此，笔者只有在这方面尽力收集可采到的部分，让接下来在进行采访时，可

以用得到的材料做楔，唤醒对方记忆。 

 采集到一定数量的童谣之后，笔者面对的难题是文字转换的问题。笔者对于与

闽南语对应的汉字并不熟悉，本身也不常使用闽南语，因此在做文字转录时吃了不

少苦头。这方面的工作还得感谢受访者给笔者的提示，以及熟悉闽南语的亲朋戚友

所提供的协助。得到这些人的帮助，导师的指导，再辅以闽南语辞典的应用，笔者

才终于完成了转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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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间文学与班达马兰新村闽南语童谣 

 民间文学即口传文学，顾名思义，是一种通过口头创作，并且在基本上不留下

文本的情况下，以口头方式进行传播的文学类型。她与精英文学不同，是一种基本

上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创作活动。这类作品的创作者大多为平民百姓，且取材自他们

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由于口传文学以口口相传为传播媒介，在传

播的过程上难免会有漏记、误解的情况，因此口传文学的多样也成为了她的特性。

也因她是通过口头传授进行传播的文学，因此会随着身为“载体”的人们的离世而

式微。 

 

第一节 马来西亚闽南籍华人的口传文学 

 口传文学的传播特性，让她随着我们的先辈出走中国，飘洋过海来到了马来西

亚这个异域。我们的先辈抵达南洋时，很自然的必将在这片与自己故国不一样的地

域，和早在当地定居的人们接触。而口传文学是具有变异性的。她们会随着地域、

风俗以及语言的不同而产生变异 (钟敬文, 1998, 页 71)。这些变异终将刺激、改

变、甚至替换闽南方言里本来就存有的字，使口传文学产生变化。导致随着先辈一

同来到这里的闽南语产生变化。 

 口传文学除了具有变异性，同时也是集体性的。口传文学是群众的集体创作。

她无论是在创作或流传的过程中，都与民众脱不开关系 (钟敬文, 1998, 页 71)。

这类作品无论是由个人创作、或是由集体创作，都必先经过民众的传播。而她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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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过程中，她又免不了的会受到其他唱述者的加工、琢磨，并且在此过程中不断

地渗入传播者们的思想、感情、生活经历等要素，可谓我们先辈的智慧结晶。 

 口传文学依靠群众的力量，世世代代由民众以口头传播，以此方法流传下去，

形成了她传承性的特征。虽然她并没有文献、古物之类的载体，让她能够恒常保存，

但这并不代表她就会就此亡佚。口传文学的传承性，正是建立在民众对她的传播之

上。也正因如此，口传文学会受到周遭环境的干涉，如地域的更换、民众的喜好的

原因更改，而在传承的过程中出现分歧，让同一个故事、谣谚、俗语出现许多种的

版本。同时，她的生命也维系在人民的手上。身为载体的民众要是不再为她进行传

播，她终将湮灭于世。 

 既然口传文学有其变异性、集体性、传承性，那她在随着先辈们来到马来亚时，

首先必定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冲击。先辈们从闽南各地移民到此，与其他闽南人混居，

语言上自然会有所交融 (周长楫, 2010, 页 45)。同时他们也会受当地的风俗文化

以及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而口传文学是集体性的，她的创作与流传必定与人民离

不开关系。因此，流传到此的作品，在经过多人、多种语言、多个民族的传播、使

用之后，自然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发展出了与中国闽南在地不同的一个支系。 

 

第二节 班达马兰新村成立简史 

 新村，是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的历史产物。其之所以被称作“新村”，是因为

大部分的“新村”其实并非自然生成，也并不是渐进形成的。这些新村大都是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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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时期，由国家机器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而来 (潘婉明, 2003, 页 26)。新村的

设立，与马共在上世纪五十世纪起的游击活动关系甚大。 

 马共在 1948 年时遁入森林开始游击战，并且为了取得继续斗争的资源，在森

林边缘建立外援网络，招募居住在附近垦殖1的华人提供援助。马共的一连串活动

威胁到了英殖民政府的政治利益。为了打击马共，英殖民政府于是开启了“布利克

斯计划”(Briggs Plan) (潘婉明, 2003, 页 27)。布利克斯认为，在偏远地区或森林边

缘开垦的华人垦民，都曾经资助马共，因此提出此“新村计划”，把大量涉嫌协助

的人（主要是华人）隔离、移殖到特定地点，集中管制。 

 笔者的研究地域班达马兰新村，正是此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之一。班达马兰新村

是吧生县唯一的新村，也是全马第二大的新村。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班达马兰新村

毗邻吧生港口，因此上一代大多数人，包括笔者家人，都曾在吧生港口从事码头搬

运的工作。班村距离当时还是雪兰莪首府的的吧生皇城不远，因此在有了一个十足

有利于发展的地理形势。如今的班村，已经成功转型成了一个繁忙的市镇，地处吧

生市中心以及港口之间，算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新村。  

 

第三节 班达马兰新村的闽南语童谣 

 班达马兰新村是一个以闽南人为主要社群的新村。有如此的一个背景，闽南语

自然也成为了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沟通语言。虽然如此，闽南人虽占多数，
                                                           
1
 垦殖者，按林廷辉、方天养所言，是“临时租赁地契的居留者非法占用土体者以及擅自闯入者” 

(林廷辉，方天养, 2005, 页 22)最早的华人垦殖者可追溯到十五世纪。这些垦耕的人们不仅在矿

场干活，也同时在土地上种植蔬菜，供应给当地人使用。详《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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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是总数，因此面对他人，如不谙闽南话的广府人，以及一些早期被迁移至新村

内、或是后来搬入新村的马来同胞的时候，依然需要用上其他马来语以及中文普通

话。闽南语的运用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了笔者采

集到的其中一首童谣<火车>内。生活环境的改变，让闽南语童谣注入了新的色彩，

也让闽南语童谣在这里得到了新的元素，为闽南语童谣延续了生命。 

 然而，随着时代演变，闽南语的使用频率已经逐渐降低。就笔者所观察得来的

结果，长笔者一辈的中老年人，是使用闽南语最为频繁的群体；与笔者同年龄层的

人们，在日常生活上虽有使用闽南语，但仍然以华语以及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至

于小笔者一辈的孩子们，除非是与祖父祖母一同生活，否则大多以英语为主，华语

为辅。闽南语的运用日渐式微，除了教育制度使然2，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如今的社

会已经逐渐趋向功利。大部分的家长为了使小孩可以在学前年龄掌握以英语为主的

几个语言，让孩子“赢在起跑点”，纷纷使用华语以及英语进行日常交谈；与祖父

母一起生活的孩子，也会尽量配合这些小孩子使用华语交谈。闽南语以及闽南语童

谣，就此消逝。 

 为了避免流传于吧生班达马兰新村的童谣就此绝迹，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些宝

贵的智慧结晶完全消逝以前，为她们进行一次整理。希望笔者的小小行动，可以为

阻止班村闽南语童谣式微献一分力，也可以为接下来有志于此的人们提供一份助力。 

                                                           
 
2
 笔者在上小学的阶段，曾经经历过所谓的“讲华语运动”。当时颇有“在校讲华语、在家忌方言”

的氛围，笔者周遭的人们，尤其是婆婆以及双亲，日常语言基本上依然是使用闽南语，但对笔者说

话时，使用的语言就会自动转换；就连年事已高，不谙华语的婆婆，也会操一口“破华语”与笔者

交谈，希望所谓方言不会影响到笔者的学习。于此同时，笔者上的小学也严禁方言的使用，凡被老

师听见，定要受罚。笔者经常处于这种没有机会使用方言的情况，至今只能说一口不太流利的闽南

语，是笔者的一个小小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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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班达马兰新村之闽南语童谣分类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何谓民间文学，更不知道民间文学所蕴含的价值。鉴于此，

本人在收集童谣时往往碰到以“所言所语皆为粗鄙之物”为由，而不好意思开口的

人。又，由于时日久远，有时愿意提供协助的当地居民，往往只有某童谣的片段记

忆，无法提供完整的童谣。话虽如此，在经过一番努力后，笔者依然成功取得了尚

在当地流传的十五首童谣。经粗略分类，大致上可以将这些资料分为时政生活类、

摇篮类、游戏类、戏谑类，及连锁调五种；界限模糊而无法归纳在其中任何一项的

童谣，笔者将之归于“其他”进行处理。 

 

第一节 时政生活类 

 所谓时政生活类，就是以日常生活发生的大小事，创作者周遭的人、事、物为

题材创作而得的童谣。这一类童谣除了可以当地人民的日常以外，也可以了解童谣

流传当时的政治局势。笔者所得资料内，〈火车〉、〈飞机飞落海〉、及〈新妇茶〉

可被归为这一类童谣中。 

  〈火车〉 

  火车火叮铛3（搖擺） 

  阿妈4卖 Ia gong5。 

                                                           
3
 叮铛，此处作状声词，是火车走在铁轨上时发出的声音。 

4
 阿妈在闽南语中的意思是“祖母”或“年龄较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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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gong 臭焦6， 

  阿妈无缚跤7。 

  (李燕梅，50岁, 2017) 

 〈火车〉这首童谣，是一副表达人民日常生活的一副画。画里有火车，火车驶

过铁轨发出了叮叮咚咚的声响；近处有一老妇设摊子卖玉蜀黍讨生活，但她贩卖的

玉蜀黍都烧焦了，卖相不甚讨喜。而从童谣最后一句看来，我们可以得知这位老妇

并没有缠脚，也說明童谣的创作时期是在中国人摒弃缠脚旧习以后。 

  <飞机飞落海> 

  飞机飞机飞落海，紅毛8吃狗屎。 

  (黄开富，55岁, 2017) 

 这一首童谣非常简单，只有短短两句共十二字，想表达的意思非常简洁明了。

从内容来看，吟唱童谣的人应该是在处于英殖民时期。他冀望英军的飞机在执行任

务期间会“坠海”并诅咒他们。笔者认为，这一首童谣在英军战败以后，性质也应

已从诅咒英军战败“坠海吃狗屎”，转变成人们嘲笑英军之弱小的道具，成为了如

今人们茶余饭后的余兴。 

 

                                                                                                                                                                             
5
 Ia Gung 即 Jagung，玉蜀黍。班村居民发 Jagung 音时会将”Ja”读为”Ia”，是闽南语与马来语融合后

出现的独特发音。 
6
 臭焦，烧焦的意思。 

7
 即缠脚。 

8
 “红毛”是我们先辈对英国人的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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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妇茶〉 

  新妇9茶啉10予凋，明年生𡳞脬11； 

  新妇茶啉予无，明年生竹篙12。 

  (廖万源，23岁, 2017) 

 根据材料提供者所言，这首童谣起源已不可考，但理应与结婚嫁娶有关。〈新

妇茶〉一共就两段各十一字。所谓“新妇茶”，即女子嫁入夫家门内时，由新娘向

夫家各长辈敬的茶水之统称。第一段与第二段的“凋”、“无”都是“没有”的意

思。至于𡳞脬、竹篙，皆为男性性特征，代表着男性。结合整首童谣来看，理应为

创作者对“被敬茶者”，即夫家的祝福，希望媳妇入门后可以速速为夫家生个健康

男孩传承香火。虽然是祝福词语，但从创作人祝福新人一家早日生男儿，我们也可

以从童谣内窥见早时人们重男轻女的想法。 

 

第二节 摇篮类 

 笔者采集到的童谣内，有几首是在照顾小孩时吟诵的。这一类的童谣，笔者将

之归为摇篮类。摇篮类童谣的对象为婴儿、小孩，因此可以说摇篮类童谣是一个人

最早接触到的童谣。然而，也正因为它的这种性质，聆听吟诵的小孩，因年龄太小，

往往对这一类童谣没有印象；而使用者又因为小孩长大而变得没有使用的必要，于

                                                           
9
 闽南语中新妇的意思为“媳妇”、“儿媳” 

10
 啉：喝 

11
 𡳞脬(Lìn pāo)，意为阴囊，是闽南语中较为粗俗的用词。 

12
 竹篙意为“竹竿”，此用以暗喻男性性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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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不再吟诵。故这类童谣，除非有记忆特好的长辈、或是有帮忙长辈照顾小孩的

经验，否则极为不易采集得到。 

 笔者在班村收集童谣期间，得到两首摇篮类童谣，分别名为〈嘤嘤睏〉以及

〈灇水〉： 

  〈嘤嘤睏〉 

  嘤嘤睏13，一暝大一寸。 

  嘤嘤惜，一暝大一尺。 

  (廖万源，23岁, 2017)   

 〈嘤嘤睏〉是长辈们在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常常会使用的童谣。整首童谣非常

简单，长辈轻声柔语的一面哄他們入睡的同时，也在声音中寄予浓厚的爱，希望自

己的孩子可以平平安安，快高长大。 

  〈灇水〉 

  一兩三， 

  灇水14无穿衫； 

  一兩四， 

  灇水无代誌15。 

                                                           
13

 睏：睡 
14

 灇(Cóng) 水，意思为“洗澡” 
15
代誌：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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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育仝16好饲17。 

  (廖万源，23岁, 2017) 

 〈灇水〉是长辈在替小孩子洗澡时会唱的童谣。其中的“一两三”、“一两四”

并无特别意义，纯为押韵而作。第一句的“灇水无穿衫”意思是“洗澡没穿衣”，

是理所当然的；“灇水无代誌”则是长辈们在安慰害怕洗澡的孩子时说的话语。整

首童谣的重点全都寄在最后一句“好育仝好飼”上，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容易养育的

孩子。这里当然有创作者祈愿孩子是一个乖小孩的愿望，但笔者认为里面蕴涵的，

更多是希望孩子真的是一个“好育饲”的孩子，可以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 

 

第三节 游戏类 

 游戏类的童谣泛指孩童们在玩耍时会使用的童谣。这一类的童谣都可以朗朗上

口，又是孩提时代玩乐时最常用上的童谣，因而也最容易被记得。笔者采集到的游

戏类童谣，共有〈La ta li la tam pong〉、〈指兵兵〉、及〈菜篮姑娘〉三首： 

  〈La ta li la tam pong〉（其一） 

  La ta li la tam pong 

  (李燕梅，50 岁, 2017) 

                                                           
16

 仝(Tóng)，同“同” 
17
育飼：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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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ta li la tam pong〉由没有实际意义的六个音节组成，通常是小孩们玩“兵

捉贼”，需要分组时才用上的“仪式”。念诵时，所有参与的小孩围作一个圈子，

伸出一只手，随着念诵甩手掌，同时在念出最后一个音节“pong”时把手掌或手背

展现出来。这时，手掌或手背其中较多的一方会预先“被淘汰”，剩下的少数则继

续重复最后两个音节“tam pong”，陆续淘汰掉参与者，直到剩下一定人数18后，

由剩下的小孩们进行倒计时，然后开始“兵抓贼”这一游戏。 

  〈La ta li tam pong〉（其二
19
） 

  La ta li la ta li tam pong 

 〈La ta li la tam pong〉虽然简单，但到了笔者这一辈时，念诵的童谣已经出现

了小小的变化。原本只有六个音节的〈La ta li la tam pong〉，多了两个额外的音节。

相较之下，八音节版本的〈La ta li la tam pong〉更为轻快，更有节奏感。然而，纵

使< La ta li la tam pong〉随着时代有了些微改变，其玩法以及使用场合依然不变，

仍是小孩们进行游戏时需要使用到的仪式。 

  〈指兵兵〉（其一） 

  指指指兵兵， 

  揤著 uan niu
20
去做兵； 

  指指指贼贼， 

                                                           
18

 视情况而定，有时摇出来的人数刚好符合“兵”需要的人数，游戏则直接开始，不必继续念诵 
19

 <La ta li la tam pong>其二为笔者对照记忆中的童谣以及李燕梅女士提供的童谣后，转录而得的版

本。 
20

 Uan niu 为一种虫子。笔者才疏学浅，无法找到该虫子的正确名字，故只取其音，不转录为汉字。

此二字音同中文拼音中的“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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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揤著 uan niu去做贼。 

  (李燕梅，50岁, 2017) 

 〈指兵兵〉也是班村孩童吟诵的童谣。这一个童谣也与〈La ta li la tam pong〉

类似，可用以分组。念诵时，所有孩子围成一个圈，选出一位小孩“主持”，负责

点戳，然后所有人伸出手背，一块念诵〈指兵兵〉。每念一个字，主持人就点其中

一位孩子的手背一下，然后第二字则点接下来那位的手背。诵至第一段落“去做兵”

时，被点到“兵”的孩子就必须当兵；第二段落的“去做贼”，被点到的则当

“贼”。游戏一直持续下去，孩子们一面念诵，一面点戳，直到所有人分好组后才

开始“兵捉贼”的游戏。  

 以上所录的<指兵兵>为笔者父母亲一辈，甚至是更早以前所使用的版本。传承

到了笔者使用的那个年代，<指兵兵>的念法也有了改变： 

  〈指兵兵〉（其二21） 

  指指指兵兵， 

  揤著 uan niu去做兵， 

  毋是我， 

  就是你去做阿兵。 

 这个版本的〈指兵兵〉，是笔者小时候进行游戏时的版本。除了比第一个版本

少了两个字之外玩法也没太大变化。唯一改变的地方，在于这个版本只点“兵”，

                                                           
21

 <指兵兵>其二也是将李女士提供的童谣，对照笔者记忆中的版本后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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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点“贼”，因此使用此版本〈指兵兵〉时，只需要视人数而定，随机点出几个

“兵”后，剩下的参与者都自动被归入“贼”一组。 

 笔者收集到的游戏类童谣还有一首<菜篮姑娘>： 

  〈菜篮姑娘〉 

  菜篮姑， 

  菜篮姐。 

  紧紧食， 

  紧紧起。 

  (李燕梅，50岁, 2017) 

 这一首童谣要被归作游戏类童谣会有点勉强。根据童谣提供人所述，〈菜篮姑

娘〉的玩法相比其他游戏类童谣更显诡异。参与游戏的孩子必须准备一些道具，如

菜篮、红布、汤舀、食物、两根木柴，再来进行设置。 

    首先，参与者将汤舀置于菜篮握柄上方，与握柄成直角，然后用红布将两样道

具绑好。之后，再用红布将两根木柴绑在菜篮握柄与菜篮相衔接的两端。完成设置

以后，把装备好的食物摆放在地上，然后参与者拎起木柴，将菜篮置于食物前方，

所有人分站于两旁。设置就完成了。 

 完成这些准备后，所有参与者开始念诵<菜篮姑娘>，请童谣中的“菜篮姑”赶

紧应呼唤上来。李燕梅女士说，若菜篮姑应参与者呼唤前来，菜篮将会开始摇晃。

只要确认菜篮姑显灵，就可以开始进行询问。菜篮姑对于问题的回答，只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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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两个，辨认方式则是看菜篮上头的汤舀往舀那头倾斜，抑或是往柄那头倾

斜22。 

 <菜篮姑娘>与笔者小时候曾耳闻的“碟仙”、“笔仙”有类似的玩法，但是否

真的能请出菜篮姑，笔者并不知晓。问起李燕梅女士，她也只说她曾听闻别人请过，

自己因为没有真正加入游戏而不知真假。详加追问也只得到不要轻易尝试的劝告，

因此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第四节 戏谑类 

 闽南人也有一些为了戏弄他人，或是以取笑他人寻开心为目的而作的童谣。这

一类的童谣往往在于博君一笑，有些被当作取笑对象的人也会一笑置之。然而，即

使无法一笑置之，面对调皮的小顽童们，受害者也只有无可奈何的份。笔者在班村

收集到的戏谑类童谣共有二支，个别名为<抾柴>以及<乌尼龟>： 

  〈抾柴〉 

  阿妹妹，抾23柴尾24 

  抾甲面紅紅，揭25刀刣26死人 

                                                           
22

 “是”与“否”倾倒的方向，是由参与者制定方向，或是有一个固定的形式，童谣提供人李燕梅

也记不起详情了，因此无法给出定案。 
23

 抾是闽南语中“捡”的意思 
24

 “尾”一字相信为呼应前一句句末之韵而添，并无实际意义 
25

 揭：即“拿” 
26

 刣(Zhōng)，“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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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刣一隙27，補尻脊28 

  刣一孔，補喙孔（空）。 

  (李燕梅，50岁, 2017) 

<抾柴>是一首相当有趣的戏谑童谣。内容讲述的是捡柴火的女孩。从童谣的内

容来看，这位女孩应该是相当不愿意做这件事的，因为女孩拾柴火却生气得脸色发

红，随即拿刀追砍别人。这首童谣应当是顽童在捣乱时念诵的童谣，旨在打扰作弄

对象，以此作乐。念诵的人通过这首童谣取笑对方没有耐心，脾气暴躁，取笑对方

一言不合就会拿起刀子追砍别人。 

 除了<抾柴>外，笔者还得到了名为<乌尼龟>的戏谑童谣：  

  〈乌尼龟〉（其一） 

  乌尼龟29， 

  龟 ba ba
30，  

  暗暝放屎予狗咬。 

  (黄开富，55岁, 2017) 

<乌尼龟>作为一首戏谑童谣，主要的作弄对象是剃发成为光头的人。开头第一句就

是拿对方的头开玩笑，接下来“劝请”对方晚上小心，别出门上厕所，小心被狗咬。

这一首童谣简单却活泼，是一首让人朗朗上口的童谣。 

                                                           
27
隙，裂痕的意思 

28
 闽南语“背部”的意思 

29
 乌尼龟：意指光头的人 

30
 Ba ba，为了契下句“咬”字韵而作，无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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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尼龟>在流传一段时间后，在笔者使用的那个时代出现了“进阶版”： 

  〈乌尼龟〉（其二31） 

  乌尼龟， 

  龟 ba ba，  

  暗暝放屎予狗咬。 

  咬了一暝无做工。 

  无工做， 

  落屎孔32。 

 这个“进阶版<乌尼龟>”，一直到“暗暝放屎予狗咬”为止都没什么差别，但

是当地孩童为“被狗咬”之后的事情做了后续叙述。剃了光头的人们晚上出门上厕

所，必须万分小心。要是不小心被狗咬伤了，就会无法出门做工，最终落得“落屎

孔”的下场。笔者始终无法明白，为何剃了个光头就要落得丢工作的下场。想必是

孩子们在被周遭大人取笑的时候，想出来的其中一种反抗方法吧33。 

 

 

 

                                                           
31

 <乌尼龟>其二为笔者自身记忆中的版本 
32

 屎孔：粪坑 
33

 笔者小时候就读的幼儿园以及小学都规矩甚严，头发不能留长超过一厘米。故此，当时当地的孩

子们，基本上都是顶着一头闪闪发亮的光头。而每每有人剃成光头，就会遭周围的人以这首童谣取

笑。在如今看来以前的经历都是会让人会心一笑的事，但当时每一位“乌尼龟”都非常在意自己被

取笑，因此一看见别人剃头就是一番 <乌尼龟>的洗礼，然后轮到自己剃头时又被他人取笑，真是

无可奈何。 



20 
 

第五节 连锁调 

 连锁调指的是连珠体童谣，是一种以顶真修辞手法创造的歌谣。这类歌谣的特

色是前句的结尾会成为后句的开头，抑或前后句随韵黏合，句句相连 (周长楫, 两

岸闽南童谣比较, 2012, 页 233)。笔者收集到的连锁调内，都有多种物事，可以

让念诵的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同时又因句句以韵接合，内容有趣的同时又容易

记颂，对培养幼儿的思维以及语言能力有很大帮助。笔者得到的童谣内，有〈橹仔

橹篙篙〉、〈蠓仔蠓〉、以及〈排果子〉是符合上述特征的： 

  <橹仔橹篙篙〉    

  橹34仔橹篙篙，划船拍35竹篙36。 

  竹篙合合做一把，牛对马，欲相触37。 

  相触对木虱38，木虱走乎剑乎龟咬剑。 

  剑一疧39，龟咬鳖。 

  鳖囵40头，龟咬猴。 

  猴栊41毛，龟咬糖。 

  糖甜甜，牛母生牛婴。 

                                                           
34

 橹仔：船桨 
35

 拍：打的意思，这里用作“砍” 
36

 “橹仔橹篙篙，划船拍竹篙”这一句的意思，资料提供人李亚好也只依稀记得发音，不甚清楚整

句的意思。因此这句的转录全为笔者翻查辞典后，再根据下文推敲而得的结果。若有缺失，还请海

涵。 
37

 相触：指打架、争吵的意思。 
38

 木虱：臭虫 
39

 疧：伤痕，裂痕。此处指“剑崩了一角” 
40

 囵：缩 
41

 栊：稀疏，衍申意为“被咬得毛都脱得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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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婴察察42跳，鸟鼠43吭跤翘44。  

  (李亚好，68岁, 2017) 

 这首童谣的前二句充斥着满满的生活气息。有人在河边划筏，靠在岸边砍竹。

在辛苦了一段时间后，成果丰硕，于是把竹竿堆积在一起，把它们绑在一块，再拖

到岸边等待的牛车上。然而，这人饲养的牛却突然野性大发，跟面前的马儿干起架

来。这一架打下来，顿时鸡飞狗走，兵荒马乱，牵扯诸多事物：首先是臭虫受到牛

与马惊吓，飞到剑上，乌龟看见了飞过的臭虫，赶忙爬上前，随即往臭虫所在的剑

猛咬一口。这一咬把剑给咬崩了一个角。随后，童谣里的乌龟大发神威，先后攻击

鳖、猴子，最后咬到了一块糖。 

 童谣内前段说的是砍竹讨生活的情景。接下来的情节发展，正应了连锁调的特

性。牛马“欲相触”，下一句接“相触对木虱”、然后是“木虱”飞到“剑”上。

接下来疧、鳖同韵；头、猴同韵。一直到最后都有这种特点。虽然这种押韵的方式

往往会让情节不连贯，导致不知所以然的情况发生，但童谣的创作往往都以娱乐为

目的。笔者认为这种押韵以及句句连珠的方式，可以让童谣更为有趣、轻快，因此

情节不连贯的问题反而变成了小事。 

 接下来载录的是<蠓仔45蠓>。它也与上面的那首<橹仔橹篙篙〉一样，在被创作

出时只求趣味，因此也有叙事不连贯，上下情节无法接合的情况。 

                                                           
42

 察察跳：活泼乱跳的意思 
43

 鸟鼠：老鼠 
44

 吭跤翘：四脚朝天（死的样子） 
45

 蠓仔：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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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蠓仔蠓〉 

  蠓仔蠓，掠风吹。 

  硞46树丛。 

  树丛倒，倚竹篙。 

  竹篙捍47，倚田岸。 

  田岸崩，倚箍笼48。 

  箍笼场，触
49
著羊。 

  羊咧吼，触着狗。 

  狗咧吠，触着臼。 

  臼咧舂50，触着宫51。 

  宫咧起，触着椅。 

  椅咧坐，触着被。 

  被咧盖，触着鸭。 

  鸭咧刣，触着媠奴才52。 

  媠奴才偷扛轿， 

  扛到一暗暝， 

                                                           
46

 硞：敲打 
47

 捍：握紧的意思 
48

 一种盛器。 
49

 触：踢 
50

 舂臼：石盅 
51

 宫：庙宇 
52

 媠：漂亮；奴才：下贱仆役的通称。 



23 
 

  揭刀乱乱踅53。 

  踅甲一面乌， 

  一面白。 

  (李亚好，68岁, 2017) 

 <蠓仔蠓>第一句说的是某人在躲避蚊子的情景。这个人深受蚊子所扰，于是扇

起风（或是用嘴吹），试图赶走蚊子。然而，这个做法成效不佳。于是他唯有走而

避之，走到了一棵树边。可能看见蚊子也在树干上休息，于是他一拳往树干打去，

却意外的把树给弄倒了。他接下来到了竹丛，握着竹竿休息54。 

 若与此前的<橹仔橹篙篙〉比较，这首童谣的“连锁”发挥的比前者更加淋漓

尽致。如“硞树丛”的“树丛”，就成为了下句“树丛倒”的开头。而从这里开始，

就可以发现押韵脚的成分在。如“倒”与“篙”同韵；然后前句的“倚竹篙”中的

“竹篙”，成了下一句“竹篙捍”的开头，而“捍”又与下句“岸”同韵。“崩”

又与“笼”同韵，一直到童谣结束为止，句句连环，每句韵脚也押前句韵。虽然情

节不通，叙事也不连贯，但念诵起来却是十分朗朗上口，非常有趣的。这也达到了

童谣以追求娱乐为宗旨的目的。 

 笔者收集到的最后一首连锁调童谣是<排果子>： 

  〈排果子〉 

                                                           
53

 揭：拿；踅：旋转。整句意思是指拿着刀子乱甩 
54

 庄超颖在解说〈蠓仔蠓〉时，说念诵〈蠓仔蠓〉的孩子是在想象蚊子所到之处倒的倒、烂的烂，

导致蚊子无处藏身 (庄超颖, 2013)。兹提出另一观点，可详〈论闽南童谣的游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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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啊排，排果子。 

  排到正月二月止。 

  新嫁娘55，挽56果子。 

  果子栽，栽沿路。 

  一支香，插葫芦。 

  葫芦弯，葫芦直。 

  鹦哥鸟57，插白翼58。 

  白翼鼓59， 

    60翁拍  某61。 

    某退62， 

  蜘蛛牵花帕。 

  花变乌， 

  二丈娶二姑。 

  二姑茹痟痟63， 

  鵁鸰64拍粟鸟65。 

                                                           
55

 新嫁娘：刚嫁到别人家的女子。 
56

 挽：採 
57

 鹦哥是闽南语的“鹦鹉” 
58

 插白翼：插满白色羽毛，指该鹦鹉是白色的。 
59

 鼓：此处“鼓”字展开翅膀；展翅。 
60

      ：他的； 
61

 翁：丈夫；某：老婆；整句意思为“老公打老婆” 
62

 退：离开，此处可以指离婚。 
63

 痟痟：疯疯癫癫的 
64

 鵁鸰：八哥 
65

 粟鸟：麻雀 



25 
 

  粟鸟飞唐山66， 

  锁匙寄67  官68。 

  红布曝69白绸， 

  牡丹开花结石榴70。 

  (李燕梅，50岁, 2017) 

<排果子>讲述的是一家人在“排果子”的场景，应当是在为祭祀做准备工作。刚嫁

人的主角，採了果子后，沿着路,一边走，一边栽种。童谣接下来出现了葫芦、香、

白色鹦鹉、蜘蛛、麻雀等意象，而且还有“老公打老婆”之类的家暴场景。<排果

子>最终以“麻雀飞回了中国”、“牡丹开花结果”等句作结。 

 <排果子>的首句“排果子”的“子”字，与下句“止”同韵；尔后的“新嫁娘，

挽果子；果子栽，栽沿路”也是以一句句末为下句句头的形式念诵出来的。接下来

的“路、葫”，“直、翼”，“鼓、某”等，一直到童谣结束，则是前句末字与后

句末字同韵。从这一点来看，它与前两首类似，都有追求娱乐的性质在。唯一不同

的地方，在于最后的“粟鸟飞唐山”至“牡丹开花结石榴”句，却有点耐人寻味。

这几句似乎隐隐透出南渡而来的先辈们的思乡情怀。然而，他们也自觉自己如同麻

雀一般无法飞渡这隔开两地的海洋，因此只能在在此地落地生根。 

 

                                                           
66

 对于闽南人来说，“唐山”就是中国大陆的意思 
67

 寄：此处“寄”是“寄放”的意思 
68

 官：“她”的丈夫，男人。指（男性）伴侣 
69

 曝：晒，晒衣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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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 

 按前文所述，笔者认为不适合归入以上任何一类的童谣，将录于此节之下。笔

者所得材料当中，无法被分作以上任何一类的，有<生肖>、<听我唱>两首。 

  〈生肖〉 

  一鼠 

  二牛 

  三虎 

  四兔 

  五龙 

  六蛇 

  七马 

  八羊 

  九猴 

  十鸡 

  十一狗 

  十二猪母綴71人走。 

  (李燕梅，50岁, 2017) 

                                                           
71

 缀：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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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顾名思义，就是记录生肖的童谣。这一首童谣配合数字，记录了从鼠到猪的

十二生肖。最后一句的“綴人走”，并无实际意义，纯粹为了添加娱乐性而即兴加

入。 

 接下来的是<听我唱72>，我们可以从童谣中看出他具备的叙事性质：   

  〈听我唱〉 

  听我唱，听我唱，唱甲彼73当时。 

  阮老爸，阮老母，予阮來出世。 

  嫌阮生了佮劫时74，甲阮挔佮弃75。 

  阮阿姑，看着不得已，甲阮抾来饲。 

  饲甲几偌76年，阁77一年，送阮学堂去读书。 

  读甲尚大人，讲彼齿78，到今毋捌79半个字。 

  阮阿姑，看着真受气80，一跤甲阮踢出去。 

  阮走来仝走去，走甲无地去。 

  拄著一屏仔福建戏，就去学歌戏。 

                                                           
72

 这首童谣其实并无名字。〈听我唱〉是笔者在完成录音转录工作后才命的名，实乃权宜之计。若

将来有人收集到类似童谣，希望可以替笔者进行校正。 
73

 彼：那 
74

 劫时：时辰不好，凶时；整句意思为“出生时间适逢凶时” 
75

 挔佮弃：抛弃的意思 
76

 偌：多少 
77

 阁：又 
78

 彼齿：“那位”、“那个人”的意思 
79

 捌：不认识 
80

 受气：闽南语“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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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大魁81，就惊人刣； 

  做二魁，就无相才82； 

  做三魁，就无口才； 

  做老生，就无人才； 

  做小生，就无下颏83； 

  做小旦，袂晓84佮人拖目眉85。 

  操台86是操台，四塊交椅87摆袂来。 

  头家气甲面乌乌，叫阮做总铺88。 

  总铺做一久，趁镭89娶某煞90过州府。 

  娶着一个大肥戆91。 

  有的叫伊三八桶， 

  有的叫伊半顛戆。 

  (李亚好，68岁, 2017) 

 这首童谣的内容讲述的是一个人的“半生”。童谣以“听我唱，听我唱”做开

端，听起来就是一个人在街边卖唱的感觉。讲唱人在接下来陆陆续续的道出了他的

                                                           
81

 “大魁”、“二魁”等，至下文“小旦”为止，都是讲唱人口中“福建戏”里会出现的角色。 
82

 李亚好表示“无相才”，即人长得不俊俏，又不懂得多少知识 
83

 下颏：下巴，引申為“面容” 
84

 袂晓：不会 
85

 目眉：眉毛；拖目眉：指戏里小生抛眼眉的动作 
86

 操台：设置场地 
87

 交椅：椅子 
88

 总铺：指打杂。主人公处理的事是不重要但需要有人打理的工作。 
89

 趁：赚；镭：钱 
90

 煞：此指“停止，然后”。句字意思为“赚够了钱，然后就如何如何” 
91

 戆：傻、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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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经历。他说自己因为出生的时间是凶时，被父母忌讳、抛弃；自己的姑姑不忍

心看着孩子被抛弃，逼不得已收养了他，并且在养育了主人公数年以后，送他上学

堂学习。他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愚钝，被学堂里的老师告状

说自己学无所成，依旧目不识丁。姑姑一气之下，把主人公赶出家门。主人公无处

可去，碰巧在街上碰见了一“福建戏团”，被这种文化艺术吸引，于是赫然决定学

习戏剧。 

 无可奈何的是，他生性愚钝不聪敏，又笨手笨脚的，因此学习福建戏的过程非

常不顺利。无论是饰演“大魁”、“二魁”、“生”、“旦”等角色，他都缺乏相

关角色必须拥有的特质与才能。戏演不成，只好替剧团处理设置场地等事，但他却

连这事都做不好。剧团老板这下也生气了，不再给他好脸色看，但念在他孤身一人

无依无靠，因此还是让他留在剧团内打杂，而主人公也还是得以留在剧团内。他打

杂打了一段时间后，有了一笔储蓄，于是离开家乡抵达州府，并且在这里娶了一位

有些微疯癫、傻傻呆呆的女子。 

 这首童谣来到这里之后，就没有下文了。问起李亚好女士，李说她从她的祖父

处听到的童谣全版就是如此。她并没有漏记、误记这首童谣。因此笔者推测，这首

童谣就真的只叙述了这个人的“半生”。不然就是李亚好女士的祖父在讲唱的过程

忘记了片段，造成了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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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班达马兰新村与外地闽南语童谣之比较 

 凡有闽南人，必定有闽南语的存在；而有闽南语的存在，必然有闽南语童谣的

存在。童谣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多以日常生活的大大小小事物作主题。这些作品

大多都是口头即兴创造，然后经过大家的接受，才开始流传开来。由于这些作品在

创作的当下，并没有被载录于任何“文体”，意即没有所谓“文本”的出现，因此

只有通过身为童谣创作者以及接受者的“载体”，以口头叙述的方式进行传播。这

些没有底本的童谣，在流传的时候，会有“误记”、“漏记”，咬词不清等等的情

况出现。同时，随着这些身为童谣载体的人们的流动，童谣流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

方时，往往会与当地的语言、生活习惯等的影响，而逐渐产生变化。这一种变化，

小至改字、变音以切合当地生活习惯；大至删句、增句，都会影响到童谣的存在。

然而，也正是这种特性，成为了童谣，甚至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童谣流传开来

以后的各个版本，也展示了自己的独特性。 

 在这一章内，笔者将尝试取出部分从班达马兰新村采集得来的闽南语童谣，将

之与前人研究所得的外地闽南语童谣进行比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得知，邻

国新加坡、台湾等地皆有热心人士针对闽南语童谣进行了采集以及整理的工作。马

来西亚方面，则有前人整理出了部分地区的闽南语童谣。笔者将以班村童谣为主，

外地童谣为辅助，对比两者，进行分析，以求探出其中异同之处。 

第一节 〈嘤嘤睏〉与 <摇啊摇> 

 摇篮曲，是妈妈们哄孩子入睡的利器。这种可以协助母亲们安抚孩子入睡的摇

篮类童谣，理所当然存在于其他有闽南人聚集的地方。笔者将在这一节内，把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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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兰新村采集得来的摇篮曲，与其他地方的同名或类似童谣做一个简单的比对。

首先是采自班村的<嘤嘤睏>: 

  <嘤嘤睏> 

  嘤嘤睏，一暝大一寸。 

  嘤嘤惜，一暝大一尺。 

班村采到的<嘤嘤睏>非常简洁，才两句共十六字。虽然才十六字，但其中蕴含的对

孩子的爱意，以及祈愿孩子平安快乐快高长大的心愿，是不可用字数来衡量的。接

下来是雪兰莪州乌鲁音峇鲁的<摇啊摇>: 

  <摇啊摇> 

  摇啊摇，偷挽茄； 

  睏啊睏，一暝大一寸。 

  惜啊惜，一暝大一尺。 

  (萧淑蓉, 2015, 页 18) 

 乌鲁音峇鲁的<摇啊摇>共有三行二十二个字。内容讲述的与班村的<嘤嘤睏>近

似，尤其都希望孩子“一暝大一寸”、“一暝大一尺”，盼着他们长大成人。再看

第一句的“摇啊摇”，笔者推测讲唱人应该是把孩子抱在怀中，当一个人体摇篮，

一面轻轻摇晃，一面念诵<摇啊摇>哄那襁褓中的宝贝入睡。至于“偷挽茄”三字，

“哄孩子入睡”这个主题并无关联。从“摇”、“茄”两字同韵来看，笔者推测是

为了切韵而添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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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从雪州得来的版本外，霹雳安顺也有同类别，同功能的童谣。首先是

<婴儿依依睏>: 

  <婴儿依依睏> 

  婴儿依依睏，一暝大一寸； 

  婴儿依依惜，一暝大一尺。 

  (吴柔憓, 2014, 页 13) 

这一个版本的摇篮曲，一共就二十字。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字数有些微差异之外，

这些类别的童谣都是怀着“孩子乖乖睡觉，快高长大”的愿望而作的。 

 除此之外，安顺地区还有另一首摇篮曲： 

  <摇啊摇> 

  摇啊摇，睏啊睏，婴仔一暝大一寸； 

  摇啊摇，惜啊惜，婴仔一暝大一尺。 

  (吴柔憓, 2014, 页 14) 

这一首篇幅较大，但也就二十六个字。内容也与前面几首相似，都有摇婴儿的场景，

也有期望孩子快高长大的冀望在，差别实在不大。 

 除了雪兰莪州以及霹雳州外，在槟城州以及新加坡都可以找到摇篮类童谣。笔

者接下来将各取一首与以上其他摇篮曲做比较。首先有杜忠全载于《老槟城·老童

谣》内的<摇啊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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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啊摇> 

  摇啊摇， 

  摇去唐山偷挽茄， 

  挽茄嘻嘻笑， 

  拍徦哀哀叫。 

  (杜忠全, 2011, 页 28) 

槟城版的<摇啊摇>与前文所有的摇篮曲都不一样。童谣里的主角（相信是孩子），

摇啊摇的，去到了“唐山”偷採茄子，回到家里还嘻嘻笑的，为自己的“战果”洋

洋自得，向父母亲邀功，结果反而被“拍徦哀哀叫”,被狠狠的教训了一顿，最终

还是得为自己的偷窃行为负责任。比较前文四首童谣，这首童谣的摇篮性质并不强

烈，反而是警戒性质更加明显。这首童谣的创作者除了因为娱乐性之外，应该也希

望借童谣传达出“若不想被打得哀哀叫，就别犯偷窃等恶劣行径”，借童谣劝诫孩

子们，导人向善。 

 最后，新加坡也有一首名为<摇啊摇>的闽南语童谣： 

  <摇啊摇> 

  摇啊摇， 

  偷挽茄。 

  即出92互你知， 

                                                           
92

 即出：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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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出93伓通94来。 

  (周长楫，周清海, 2003, 页 370) 

 这首童谣虽然也叫<摇啊摇>，但从内容来看，完全看不出它的摇篮性质。新加

坡版本的<摇啊摇>讲述的是偷採茄子的人被发现了，但是茄子的主人宽宏大量，只

对他做了警告，让他下次不可再犯。 

 综上所述，可知凡摇篮类的童谣，无论篇幅大小，都有“乖乖睡觉”“快高长

大”的愿望藏在里头。这一点无论是班村<嘤嘤睏>、乌鲁音峇鲁<摇啊摇>，安顺的

<婴儿依依睏>或<摇啊摇>都是一样的。而槟城以及新加坡版的<摇啊摇>，虽然有曲

名有一“摇”字，但并无太强烈的摇篮性质，反而是劝诫，警世的意味更为突出。 

  

第二节 <La ta li la tam pong> 

    <La ta li la tam pong>在马来西亚可谓家喻户晓，是孩子们在玩耍时必定会用上

的童谣。笔者将以班达马兰新村所采集到的<La ta li la tam pong>与其他地区的版本

进行对照，探出异同。首先是班村的版本，笔者在采集时得到了六音节以及八音节

的版本： 

  <La ta li la tam pong>其一 

  La ta li la tam 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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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出：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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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伓通：不能，不可；结合整句的意思为“下次别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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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版本的<La ta li la tam pong>，是笔者的长辈那个时代所使用的六音节版本。传

承到笔者的那个年代时，<La ta li la tam pong>多出了两个音节： 

  <La ta li la tam pong>其二 

  La ta li ta li tam pong 

两个版本的<La ta li la tam pong>之间唯一的差别，就在于音节上的不同。八音节版

本的<La ta li la tam pong>同时也显得更为轻快，更具节奏感。两者的玩法相差无几，

此处不予笔墨赘述。 

 接下来有吴柔憓在霹雳安顺采集到的<La li la tam pong>: 

  <La li la tam pong> 

  La li la tam pong, 

  阿伯食 apong
95， 

  apong 丢落海， 

  阿伯吃狗屎。 

  (吴柔憓, 2014, 页 15) 

安顺版本的<La li la tam pong>与班村的版本玩法雷同，也是孩子们进行游戏时用于

分组的一种玩意儿。从内容来看，安顺版的篇幅比班村的更大，主要唱词“La li la 

tam pong”也与班村的“La ta li la tam pong”不同，少了一个音节。然而，安顺版

在念诵完第一句之后，有接下来的阿伯吃 apong、apong 跌下海，阿伯吃狗屎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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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ng 是一种以面粉以及鸡蛋为材料的马来西亚街边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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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这个版本的<La li la tam pong>看起来更为有趣。孩子们在戏耍的同时，也一边

嘲笑可怜阿伯的遭遇，确实挺有顽童们聚集起来玩闹的感觉。 

 同一首童谣，在霹雳太平也可以觅得其踪迹： 

  <啦啦里里 ti tam pong>其一 

  啦啦里里 ti tam pong， 

  阿伯卖 apong， 

  apong 没 laku
96， 

  阿伯坐 bangku
97，  

  阿伯辗98落海， 

  阿伯吃狗屎。 

  (王国栋, 2016, 页 18) 

这首童谣的主要唱词与班村的六音节、八音节版本，以及安顺的五音节“La li la 

tam pong”又不一样，是七音节结构。从篇幅来看，太平版篇幅比安顺版又更大了。

至于童谣里“阿伯”的动作，则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安顺版的“阿伯”的指定动

作是“吃 apong”，而太平版则是“卖 apong”；安顺版的阿伯不小心把 apong 掉

进海里头，落了个没东西吃的结果，太平版的阿伯则是因为 apong 卖不出，只能枯

坐等待客户上门，然而却一个坐不稳，不小心滚下海，看起来又比安顺阿伯更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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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u 是国语“畅销”的意思。Apong 没 laku，即“apong 没人买”的意思 
97

 Bangku 为长凳 
98

 “辗”在闽南语有“滚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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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些，然而，这些情景，对于普遍喜欢玩闹、恶作剧的孩子们来说，可是上好的笑

料。 

 流传于太平<啦啦里里 ti tam pong>，还有另一个篇幅较小的版本： 

  <啦啦里里 ti tam pong>其二 

  啦啦里里 ti tam pong， 

  阿伯卖 apong， 

  apong 没 laku， 

  阿伯吃番薯。 

  (王国栋, 2016, 页 19) 

这个版本起头句与前一版本同，童谣内也有阿伯、apong 的登场。在这首童谣内，

阿伯的 apong 依然不 laku，可是相较起前版的滚下海，这里的阿伯算是更幸运的了。

在这里的阿伯因为 apong 没人买，因此干坐吃番薯，看着又是另一种暇逸。 

 太平的<啦啦里里 ti tam pong>玩法与班村的<La ta li la tam pong>及安顺的<La li 

la tam pong>的玩法则不太一样。这个版本的用途，虽然同样用在游戏分组上，但

它与班村以及安顺的“淘汰制”不太一样。王国栋在整理这首童谣时说，这首童谣

的玩法只有用于“分组”上，而且摇手时，得摇到黑白两组都有相同人数，才可以

开始进行游戏 (王国栋, 2016, 页 19)。这一点就与班村、安顺的“淘汰多数人”

玩法不太一样。 

 接下来的比较对象是槟城版的<La la li la tam 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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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li la tam pong> 槟城版 

  La la li la tam pong, 

  阿伯卖 apong， 

  阿伯卖无完， 

  阿伯去博儌99， 

  儌输， 

  阿伯偷掠猪， 

  猪走， 

  阿伯偷掠狗， 

  狗吠， 

  阿伯偷放屁。 

  (杜忠全, 2011, 页 50) 

收录于《老槟城·老童谣》的这首童谣，除了童谣长度比前文所载的任何一个版本

更长之外，讲唱内容也有些微不同。童谣里的阿伯，与霹雳太平版本的阿伯一样，

在“卖”apong，而他们的 apong 也都面临滞销的问题。不同的是，槟城版里的阿

伯，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跑去赌博。所谓十赌九输，阿伯也因此输了个两袖清风。

接下来，阿伯到处“偷抓”东西。他首先偷猪，却被猪逃跑了；偷狗，狗因警觉而

吠；最后一句的阿伯偷放屁，与前文明显没有连贯。看童谣内的“输”与“猪”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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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儌闽南语的意思是“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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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走”与“狗”同韵；“吠”与“屁”也如上，因此可以推测“阿伯偷放屁”

只为押韵以及增添趣味而作。 

 至于玩法方面，按照杜忠全的说明，众人会在开始游戏前围成圈，然后开始念

童谣。每念及句末韵脚处，就同时把手掌心朝上或朝下伸出，再“点”出与他人与

众不同的玩家。 (杜忠全, 2011, 页 163)由此看来，槟城版的玩法，理应与班村、

安顺的版本相近或相同。 

 比较个别地区的<La la li la tam pong>，我们可以看出，若以篇幅长短来看，班

村的两首最短，接下来是只有四句的安顺版本，次之则为太平版，最后以槟城版篇

幅最长；四个地区的第一句“La la li la tam pong”都不尽相同，但又类似的地方存

在；而除了班村版本以外，其他三个地区都有“阿伯”、“apong”的出现，又以

安顺版本的“阿伯食 apong”与太平、槟城的“阿伯卖 apong”最为突出。无论如

何，上述三个地区的“阿伯”下场看起来都不甚好。不是食物掉进海里，就是不小

心滚下海。笔者推测这大概是孩子们为了追求娱乐性，因此特意塑造出一个运气不

好的人，借嘲笑该对象而寻开心。 

 

第三节 <指兵兵> 

 小孩们聚在一起玩乐的时候，经常会根据游戏的不同、人数的多寡等问题进行

分组。在笔者的家乡班达马兰新村，<指兵兵>及<La ta li la tam pong>是最热门，最

常被应用于分组游戏上的童谣。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分组只为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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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贼”两个角色；后者的应用则更为多元：兵捉贼，分队伍打球等，都可

用到。笔者将在这节比较班村的<指兵兵>与外地类似童谣的差别。 

  〈指兵兵〉（其一） 

  指指指兵兵， 

  揤著 uan niu 去做兵； 

  指指指贼贼， 

  揤著 uan niu去做贼。 

  〈指兵兵〉（其二） 

  指指指兵兵， 

  揤著 uan niu 去做兵， 

  毋是我， 

  就是你去做阿兵。 

 笔者在采集童谣时，单流传于班达马兰的<指兵兵>就有两首。从结构上来看，

前者篇幅更大，共二十四个字；而后者则是经过时间洗礼而成的“第二版”，是笔

者小时候使用的版本，篇幅上比前者少了两个字。两相对照下，我们可以看到后者

并没有“贼”这个角色，而两者的玩法受到这个改变，从原本的“点兵又点贼”，

变成了“只点兵，不点贼”的玩法，把点剩的玩家全数归为“贼”这个角色。 

 除了班村的两个版本之外，接下来比较的对象为雪州乌鲁音峇鲁的<指兵兵>： 

  <指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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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兵兵，指贼贼， 

  指到啥人啥做兵。 

  指到啥人啥做贼。 

  (萧淑蓉, 2015, 页 19) 

该地区的<指兵兵>篇幅比班村两首更小，只有二十字，但玩法与班村的<指兵兵>雷

同。进行游戏时所有参与者需围成一个圈，然后一起吟唱童谣。再配合念诵时“兵”

与“贼”停留的位置决定该玩家的角色，一直到所有玩家都分配到角色为止。 

 槟城也有类似的闽南语童谣。不同的是该地区的<指兵兵>是以<坠咯坠兵兵>为

名的： 

  <坠咯坠兵兵> 

  坠咯坠兵兵， 

  孰谁食饱做荏100兵？ 

  坠咯坠贼贼， 

  孰谁食饱做荏贼？ 

  (杜忠全, 2011, 页 53) 

槟城的这首童谣，与班村的<指兵兵>第一首一样，是在一群玩家需要分组时进行的

游戏仪式。两者的篇幅不仅相同，点兵点贼的方式以及过程都一样。 

 最后的对比对象是新加坡的<一人一路去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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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荏，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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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指指并并， 

  一人一路去做兵。 

  指指指凿凿， 

  伓通一路去做贼。 

  (周长楫，周清海, 2003, 页 362) 

这首童谣的玩法，则与前面的几个不同。前文所列举的<指兵兵>系列，都是用作分

组的一种游戏或游戏仪式；而该童谣则只是简单的处罚游戏。进行游戏时，所有玩

家围成圈，然后由其中一个人念字，每念一字就点一人，一直到童谣结束，被点到

的玩家，就得接受所有玩家在事前决定好的处罚。 

 从以上几首童谣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班村、乌鲁音峇鲁、以及槟城的<

指兵兵>名称都不一样，篇幅也不尽相同，但都有“为游戏进行分组”的功用。这

其中的例外，就只有新加坡的<一人一路去做兵>。它不是分组游戏，而是作为简单

的处罚游戏独立存在的。最后比较的成果告诉我们，除了班村的<指兵兵>其二外，

所有比较地区的童谣都有“兵”及“贼”的角色。 

 

第四节 <乌尼龟> 

 “乌尼龟”泛指顶着光头的人。在这一节里，笔者将取新马各地的<乌尼龟>，

以及与<乌尼龟>类似，用以戏谑光头人物的童谣进行比较。笔者在班村进行材料搜

集的时候，得到的<乌尼龟>版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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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尼龟>其一 

  乌尼龟， 

  龟 ba ba，  

  暗暝放屎予狗咬。 

在班达马兰新村，要是有人剃光了头，成了一个“乌尼龟”，又被熟识的人碰见，

往往就会被被对方念诵<乌尼龟>闹着玩。这首童谣流传已久，至今依旧未曾衰退，

反而还多出了一个进阶版： 

  <乌尼龟>其二 

  乌尼龟， 

  龟 ba ba，  

  暗暝放屎予狗咬。 

  咬了一暝无做工。 

  无工做， 

  落屎孔。 

此版本与前文同，主要用处依然是用来戏弄理光头的人。不同的是这个版本多了三

句，增加了一个“掉进粪坑”的故事结局。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类似的童谣在安顺以及邻国新加坡都有不同版本的出现。

笔者首先将以霹雳安顺的类似童谣<和尚头>与吧生班达马兰新村的<乌尼龟>两首做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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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头> 

  和尚头，看橄榄101， 

  十二岁，做阿妈， 

  阿妈长，阿妈短， 

  阿妈偷食蕃仔糕102。 

  (吴柔憓, 霹雳安顺闽南语童谣之搜集与整理, 2014, 页 23) 

“和尚头”是用以挪揄光头人儿的用词。童谣前两句的意思，是在挪揄刚理了光头

的人，说他看起来活像一个有着橄榄头的和尚。接下来的数句，则突然转而成为挪

揄女孩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生子。但这些过于早婚的女孩，心智年龄往往未发育成

熟，会做出类似“躲起来偷吃东西”的举动。这首童谣比起挪揄“乌尼龟”，反而

更偏向于戏弄早婚女孩作乐。 

 新加坡方面也有类似的童谣，以下将节录三首，与班村版本的<乌尼龟>进行比

较。首先是新加坡版本的<和尚头>两首： 

  <和尚头>其一   

  和尚头，扩橄榄， 

  十二岁，做阿妈。 

                                                           
101

 吴柔憓并没有解释“看橄榄”三字的意思。笔者猜测，“橄榄”二字应是形容“和尚头”的形

状：前额与后脑勺较他人突出，看起来像是橄榄一般。因此看着“和尚头”就如同在“看橄榄”一

般。 
102

 在早期，渡洋过海来到马来亚的人们，都说自己“过番邦”。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只要不是

“从唐山”来的，就成为华人认知里的“蕃仔”；这些“蕃仔”贩卖的糕点，则被称为“蕃仔糕”。

“蕃仔”一词带有贬义，是自视甚高的先辈们对于当地人的蔑称。纵是如此，“蕃仔”一词沿用至

今，已成为本地福建人对马来人的一种称呼。 



45 
 

  阿妈长，阿妈短， 

  阿妈踮103在床脚抽傀儡104。 

  (周长楫，周清海, 2003, 页 356) 

这一首<和尚头>，基本上与安顺版本没有太大差别，都是第一句戏弄理光头的人，

之后把戏弄重点放在早婚女孩身上面。童谣末句使用“阿妈踮在床脚抽傀儡”说她

蹲在床脚玩傀儡，比较安顺版的“偷吃糕”，动作不同了，但依然有在押句末韵，

而且虽然两者用字不一，但同样是以这些举动来嘲笑女孩稚气未脱，有异曲同工之

秒。 

 接下来的比较对象是在新加坡流传的第二首<和尚头>： 

  <和尚头>其二 

  和尚头，扩橄榄， 

  十二岁，做阿妈。 

  阿妈长，阿妈短， 

  阿妈偷食红龟粿105。 

  红龟粿烧烧106， 

  食了着马标107； 

                                                           
103

 踮：蹲 
104

 抽傀儡：扯系在傀儡身上的线玩 
105

 红鬼粿是一种面制食品，因其形貌似龟而得名。闽南籍华人的常在逢年过节时做这道食品 (周长

楫，周清海, 2003, 页 356) 
106

 烧烧：热腾腾 
107

 马标是一种博彩、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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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龟粿凊凊108， 

  食了抛车辚109。 

  (周长楫，周清海, 2003, 页 355) 

这首<和尚头>的篇幅，比前两首更大。前三句也完全一样，到第四句时则变成了

“偷吃红鬼粿”，与“偷食蕃仔糕”、“踮在床脚抽傀儡”比较，虽然动作不一，

但都这些举动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也同样有着取笑早婚女孩的意义。然而，

这个版本的<和尚头>，在“偷食红龟粿”句后仍有下文，说吃的红龟粿若是热腾腾

的，就会中彩票；反之，则会走路翻筋斗。与前四句相同，这些后续都有押句末韵。 

 周长楫与周清海编著的《新加坡闽南话俗语歌谣选》内，还有一首名为<乌尼

龟>的童谣： 

  <乌尼龟> 

  乌尼龟，扩橄榄， 

  十二岁，做阿妈。 

  阿妈长，阿妈短。 

  阿妈偷食油炸粿110。 

  油炸粿烧烧， 

  阿妈偷食弓蕉111。 

                                                           
108

 凊凊：指食物冷了 
109

 抛车辚：翻筋斗 
110

 油炸粿：油条 
111

 弓蕉：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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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蕉无熟， 

  阿妈生一个阿历历112。 

  阿历历乖乖， 

  阿妈的尻川113歪歪。 

  (周长楫，周清海, 2003, 页 357) 

新加坡版本的<乌尼龟>基本上与上述各版本的<和尚头>一样，只有首句取笑光头，

接下来的发展都是在戏弄早婚的女孩。新版<乌尼龟>也只是把前三个字稍做改动，

由“和尚头”改成“乌尼龟”罢了。而与前面三首相同，新版<乌尼龟>也有“偷偷

摸摸做某一件事”的情景。不同的是，此童谣结局部分，可以看出这个女孩也许已

经有了一位名叫“阿历历”的小孩。 

 对照笔者从班达马兰新村采集到的<乌尼龟>两首，以及安顺、新加坡的<和尚

头>、<乌尼龟>，笔者发现后者更为着重与挪揄早婚女孩。这些地区的童谣，即使

有戏弄光头的部分，也就前两句有出现。如“和尚头，扩橄榄”或“乌尼龟，扩橄

榄”等。像班村<乌尼龟>般如此“彻底”地戏弄、挪揄理成光头的人的童谣，就笔

者目前所知，其实并没有太多。 

 

 

 

                                                           
112

 阿历历：二周说阿历历应该是婴儿。 
113

 尻川：屁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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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方言童谣是一种口传文学，是民间文学的一种。童谣具备民间文学的口头性、

变异性、集体性、以及传承性。具有这四大特性的口传文学，会随着地域的改变、

民众的喜好、传播时的漏记以及误记、时政等等的因素，不断的被琢磨，改变。口

传文学是有生命的。面临这些改变的同时，她需要有传播者作为她们的载体，为她

们“续命”，才能够被保留、传承下去。没有讲唱者的童谣，终将被时间洪流淹没，

随着载体的逝去而式微。 

 闽南语童谣起源自中国闽南地区。我们的闽南先辈为了讨生活而离开中国。他

们在出走的过程中，也一并把这些伴随他们的乡音带来了马来半岛。闽南先辈在驻

入班达马兰新村时，他们带来的闽南语也因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受到了新的刺激，连

带地为他们带来的闽南语童谣注入了新元素，给童谣新的生命。然而，随着马来半

岛所面临的教育制度改革，使用闽南语的人数已慢慢减少；越加趋向功利社会的大

环境，也阻碍了闽南语童谣的传承。班村的新生代往往只使用英语以及华语作沟通

语，导致我们这些较为熟悉闽南语的长辈们，在念诵、传播闽南语童谣时逐渐失去

对象。他们也因此失去了使用这些智慧结晶的机会，长年累月下来，逐渐忘记了本

该记全的童谣。闽南语童谣的传播出现断层而式微。 

 笔者为了尽可能保留仍在班村流传的童谣，以此论文为契机，针对班村现存童

谣进行了一次的整理。由于时间以及能力有限，无法尽录现存童谣，但也收集到了

十五首的童谣，并且从中细分出了时政生活类、摇篮类、游戏类、戏谑类，及连锁

调五种童谣，同时也发现了两首无法分入以上任何一类的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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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转录工作后，在与其他地区的闽南语童谣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不

同地区在诠释同一首童谣时，都有各自的特色，呈现了口传文学的变异性及其集体

性。虽然这次的搜集与整理过程困难重重，但笔者成功为童谣的保护工作做出了贡

献，因此此次整理也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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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一 雪兰莪州及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新村位置图 

（取自《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书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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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班达马兰新村“街场”街景 

 

图三 与受访者李亚好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