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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女: 周末難得放假，好想出去玩哦! 
男: 天氣很好耶，我來查查看哪裡好玩 
女: 不然我們去山上野餐吧! 跟大家一起坐著聊天、吃東西，很開心 
男: 聽起來很不錯耶!  
女: 更棒的是，除了野餐之外，還可以欣賞油桐花哦!  
   每年 3 到 5 月，就是油桐花的季節，油桐花又稱為五月雪 
   一整片雪白的油桐花，真的很美! 
   而且對客家人來說，油桐花有很重要的意義哦 
男: 是什麼呢? 
女: 油桐花曾是客家人早年重要的經濟作物 
   油桐花生命力強，也被用來描述性格節儉、堅毅的客家人精神。 
男: 原來如此! 那我們趕緊準備野餐的東西，出發去看油桐花吧~ 
 
老師: 
野餐的客家話是 野餐〔rha+ con+〕 
我們去山上野餐吧〔en+ nenˊkiˋsan+ hong+ rha+ con+〕，就是
我們去山上野餐。 
坐著聊天、吃東西很開心 
坐就是 坐〔co+〕，吃東西就是 食東西〔shidˋdung+ si+〕，開心可
以說 歡喜〔fan+ hi^〕 
油桐花的客家話就是 油桐花，〔rhiuˇ tungˇfa+〕 
油桐花生命力強，代表節儉、堅毅的客家人 
〔rhiuˇtungˇfa+ sen+ miangˋlidˋkiongˇ,toiˋbiau^ 
sang+ kiamˋ、gien+ ngiˋgai+ kag^ ga+ nginˇ〕 
是在說油桐花生命力很強，跟客家人節儉、堅毅的精神很像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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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女：阿強，早安啊！恁久好無 
男：早安啊！你也來吃早餐啊！ 
女：我來幫家人買早餐，這家早餐店的蛋餅很有名 
男：不只蛋餅有名，我也很喜歡他們的肉包！ 
女：最近都在忙什麼啊？ 
男：老樣子，工作比較忙，常加班，最近還需要到國外出差。 
女：那真是辛苦大嫂了，一個人在家要帶兩個小孩。 
    阿，我的早餐好了！改天再聊吧！正來寮！ 
男：正來寮！ 
 
老師： 
客家話中基本的打招呼用語，你知道怎麼說嗎？ 
早安可以說 恁早〔an^ zo^〕 
午安可以說 午安〔ng^ on+〕 
暗安就是 晚安的意思！〔amˋon+〕 
見到好友，我們都會熱情地說「好久不見」 
客家話則是說 恁久好無〔an^ giu^ ho^ moˇ〕 
更親切一點的問候，也可以說 食飽吂？〔shidˋbau^ mangˇ〕 
想聊聊近況的時候，你也可以說恁久都沒閒麼个啊？〔an^ giu^ to+  
moˇ hanˇ ma^ gai+〕 



意思是最近都在忙什麼啊？ 
說再見的時候，則是說 正來寮〔zhang+ loiˇliauˋ〕 
剛剛的對話中，這間早餐店个卵餅當有名〔lia^ giam+ zheu+ diam
ˋgai+ lon^ biang^ dong+ rhiu+ miangˇ 〕 
意思是這家早餐店的蛋餅很有名。 
謝謝，有兩種說法，常見的有 承蒙你，恁仔細。〔shinˇmungˇngi
ˇ,an^ zii^ seˋ〕 
若是說大埔腔的話，則說勞瀝〔loˇladˋ〕 
這些基礎的問候客語，大家都學會了嗎？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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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女：今天天氣真好，很適合爬山！ 
男：你東西都帶了嗎？ 
女：我都準備好了！這是我新買的帽子和水壺，我都放在背包 
    裡了！ 
男：我不但戴了帽子，也擦了防曬。 
女：那我們就出發去大霸尖山吧！ 
男：爬完山，還要去哪裡嗎？ 
女：爬完山休息一下，我們就可以到山下吃個午餐囉！ 
男：聽說山下有家很有名的客家餐廳！ 
女：我知道我知道！他們的薑絲炒大腸當好食， 

再來一壺冰涼的酸梅汁！真是太享受了！ 
男：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出發吧！ 
 
老師： 
今晡天時當好〔gim+ biˊtien+ shiˇdong+ ho^ 〕 是今天天氣真
好的意思 
天氣好，當然想到要出門走走， 
當適合爬山〔dong+ shid^ habˋbag^ san+ 〕意思就是很適合爬
山。 
爬山的時候，基本的裝備可別忽略 
帽子客家話是帽〔 moˋ〕；水壺的客家話是茶壺〔caˇzhag^〕；背
包的客家話是背包〔 boiˋ bau+〕 
新竹縣有名的 大霸尖山 客家話是說 大霸尖山〔taiˋbaˋziam+ 
san+〕爬山撇歇睏一下〔bag^ san+ ped^ hied^ kunˋhaˋ〕 意
思是爬完山休息一下 
常見的客家菜餚 薑絲炒大腸，就是薑絲炒大腸〔giong+ sii+ cau^ tai
ˋchongˇ〕 
想來一壺冰涼的酸梅汁則是冰涼个酸梅汁〔ben+ liongˇgai+ son+ 
muiˇ zhib^ 〕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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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女：老公，我等等搭高鐵回臺中，你要記得來接我喔！ 
男：好，你幾點到呢？ 
女：我現在看時刻表，好像都沒有直達車， 

都要停桃園 新竹 苗栗站。 
大約接近中午才會到臺中了！ 

男：你到苗栗站的時候再打給我，我就出發去接你。 
女：對了，要不要買幾個便當帶回去吃呢? 
男：可以啊！ 



女：我在三號出口等你，你可別忘囉！ 
男：我知道了！ 
 
老師： 
經常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你，是不是覺得這些站名很熟悉呢？ 
先教大家幾個常見的站名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toˇrhenˇ、sin+ zhug^、miauˇlidˋ、toiˇzhung+〕 
依序分別是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時刻表的客家話是說 時刻表〔shiˇkied^ biau^〕 
直達車的客家話則是說 直達車〔chidˋ tadˋ cha+〕 
我等下坐高鐵轉臺中〔ngaiˇden^ haˋco+ go+  tied^ zhon^ 
toiˇ zhung+〕意思是 我等等搭高鐵回臺中 
你愛記得來接我喔！〔hnˇoiˋgiˋded^ loiˇziab^ ngaiˇ〕 
意思是你要記得來接我喔！ 
高鐵站的便當，常成為許多旅客三餐的選擇，愛買幾個飯包帶回去吃
無？〔oiˋmai+ gi^ gaiˋ ponˋbau+ daiˋzhon^  kiˋshid^ 
moˇ〕意思是要不要買幾個便當帶回去吃呢！ 
若要請朋友接你，在說明出口處時 
你可以說我在三號出口等你 〔ngaiˇto+ sam+ hoˋchud^ kieu^ 
den^ hnˇ〕意思就是我在三號出口等你。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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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女：來到北埔老街，一定要嚐嚐客家有名的擂茶！ 
男：客家擂茶裡面有什麼啊？ 
女：擂茶就是把茶葉、花生、芝麻…等食材放在「擂缽」裡， 
    再用油茶樹或橄欖樹製成的「擂棍」， 
    把食材研磨成粉狀，接著沖入熱水！ 
男：好香喔～芝麻的味道撲鼻而來！ 
女：這對客家人來說是非常營養的飲品！ 

製作上也非常簡單，來，這杯請你喝！ 
男：承蒙你。 
女：不客氣。 
 
老師： 
客家文化中，擂茶是非常著名的特色之一。 
今天要來教教大家與擂茶有關的客家話，該怎麼說。 
擂茶的客家話是 擂茶〔luiˇcaˇ〕 
北埔老街客家話是 北埔老街〔bed^ bu+ lo^gie+〕 
擂茶中會使用的材料有茶米、地豆、麻 
〔caˇmi^ 、tiˋteuˋ、maˇ〕 
就是茶葉、花生、芝麻的意思。 
製作擂茶時，放置材料的碗，客家話叫「擂缽」〔luiˇbad^〕 
而將食材磨成粉的工具叫做「擂棍」，〔luiˇgunˋ〕 
在製作上磨成粉狀，〔ngienˇfun^〕就是研磨成粉狀的意思 
沖入燒水〔cungˇngibˋsheu+ shui^〕就是 沖入熱水。 
擂茶係非常營養个飲品 
〔luiˇcaˇheˋ fui+ shongˇ rhinˇ rhong+ gai+ rhim^ 

pin^〕，是擂茶是非常營養的飲品 
到客家庄作客，他們會請你喝一杯道地的客家擂茶。 
當你聽到這杯請你啉！〔lia^ bui+ ciang^ hnˇlim+〕就是這杯請
你喝！的意思 
千萬不要客氣喔！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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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女：又快到五月節了！今年阿婆也會包我最喜歡吃的客家粽！ 
男：客家粽裡面都包什麼啊？ 
女：我們客家粽是用蒸過的糯米包入紅蔥頭、蘿蔔乾、香菇絲、豬肉

等材料，再用麻竹葉包起來蒸！ 
男：我聽人家說，苗栗客家人會在端午節吃粽子外，還會吃長豆 
女：對啊！長豆象徵長壽，我阿婆還說，端午吃茄子，夏天就不會被

蚊子咬！ 
男：原來是因為茄子的客語發音跟咬很像的原因啊！  
女：這個艾草香包送給你！掛在身上可以用來防蚊蟲！ 
男：勞瀝！ 
 
老師： 
五月節〔ng^ ngiedˋzied^〕 就是 端午節 
今天就來教大家 關於端午節的客家話 
客家粽的客家話是 客家粽〔kag^ ga+ zungˋ〕，所使用的材料 
糯米 糯米〔noˋ mi^〕 
紅蔥頭 紅蔥頭〔fungˇ cung+  teuˇ〕 
蘿蔔乾 菜脯〔coiˋ bu^〕 
香菇 香菇〔hiong+ gu+〕 
豬肉 豬肉〔zhu+ ngiug^〕 
包裹客家粽的麻竹葉 客家話是麻竹葉〔maˇzhug^ rhabˋ〕 
客家人常吃的長豆是長豆〔chongˇteuˋ〕，茄子是茄〔kiauˇ〕 
因為茄子的發音跟咬 很像，所以長輩會說  
端午食茄〔ng^ ngiedˋzied^ shidˋ kiauˇ〕，熱天斯毋會被蚊子
咬〔ngiedˋtien+ sii+ mˇvoiˋbun+ munˊngau+〕 
意思就是端午吃茄子，夏天就不會被蚊子咬 
端午節要掛的  艾草香包  客家話是艾做个香包〔ngieˋzoˋ
gai+hiong+ bau+〕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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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男：姊，你吃過新丁粄嗎？ 
女：我吃過啊！新丁粄是客家米粄，家中生小孩時會製作新丁粄，答

謝神明祈求小孩平安，上次大伯母生小孩的時候，就有做新丁粄
分送給親朋好友。 

男：新丁粄是用什麼做的呢？ 
女：新丁粄是用糯米、蓬萊米做的，蒸熟包花豆或者紅豆餡。 
男：希望下次回東勢，我也可以吃到大伯母做的新丁粄。 
 
老師： 
今天要教大家的客語和新丁粄〔sin+ den+ban^〕有關， 
新丁粄係客家米粄〔sin+ den+ ban^ heˋkag^  ga+ mi^ 
ban^〕，就是 新丁粄客家米食， 
製作新丁粄 答謝神明祈求細人平安〔dab^ ciaˋshinˇ minˇ ki^  
kiuˇseˋnginˇpinˇon+〕意思是 答謝神明祈求小孩平安的意思。 
新丁粄〔sin+ den+ ban^〕是客家獨特的習俗， 
東勢客家新丁粄節〔dung+ shiˋkag^ ga+ sin+ den+ ban^ zied^〕 
就是 東勢客家新丁粄節，在臺中客家庄看得到。 
下次到了東勢，一定要嚐嚐很好吃的新丁粄〔sin+ den+ ban^〕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3%AF%E7%B1%B3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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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A：請問一下，我想去運動公園，該怎麼走呢？ 
B：前面有一個公車站牌，在那裏的公車都可以直達運動公園。 
A：公車站牌離這裡很遠嗎？ 
B：不會，只要走到前面的紅綠燈左轉， 
    在郵局前面的公車站牌等，大概 10-15 分鐘就有一班公 
    車。 
A：我記一下，前面的紅綠燈左轉，走到郵局前面搭上公車， 
    就可以直達運動公園了！ 
 
老師： 
左轉 我們說 左轉 [zoˋ zonˋ] 
直走 就是 直行 [  ziid hangˇ] 
路上常見的紅綠燈，客家話說青紅燈[qiangˊ fung ˇdenˊ] 

運動公園的客家話 則是 運動公園[ iun tung gungˊien ˇ] 

面前有一个巴士站牌 [mien qienˇ iuˊ idˋ ge ba siiˋ zan  
paiˇ]意思是 前面有一個巴士站牌 
面前个青紅燈左轉[mien qienˇ ge qiangˊ fungˇ denˊ zoˋ 
zonˋ]意思是 前面的紅綠燈左轉 
郵局前面的公車站牌等客家話可以說郵局面前个巴士站牌等 
[iuˇ kiug mien qienˇ ge ba siiˋ zam paiˇ denˋ] 
大概 10-15 分鐘就有一班公車 客家話可以說 大約 10-15 分鐘就有
一班巴士[Tai iogˋsiib do siib ngˋfunˊzungˊ qiu iuˊ idˋ
banˊba siiˋ]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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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女：鼠牛虎兔 龍蛇馬羊 猴雞狗豬 
男：阿梅，你在念什麼啊？ 
女：我在念 十二生肖，算算今年是什麼年啊！ 
男：不用算，我知道今年是豬年， 
    因為我屬豬，所以從小外號就叫小豬 
女：豬年的孩子福氣好，難怪你吃的胖嘟嘟的！ 
男：那你屬什麼呢？ 
女：我屬猴，大你三歲。 
男：聽說屬猴的人活潑又好動，跟你個性真的滿像的！ 
女：這算誇獎嗎？承蒙你，恁仔細 
 
老師： 
客家話說十二生肖[siib ngi sangˊseu]，就是我們說的十二生肖 
鼠牛虎兔 龍蛇馬羊 猴雞狗豬 
大家都能朗朗上口，客家話的十二生肖， 
則是說鼠牛虎兔 龍蛇馬羊 猴雞狗豬[cuˋ ngiuˇ fuˋ tu liung
ˇ saˇ maˊ iong ˇheuˇ gieˊ gieuˋ zuˊ] 
 
如果要跟人家介紹你的生肖 
你可以說 吾个生肖係 [ngaˊ ge  sangˊseu  he⋯⋯] 
意思就是 我的生肖是 
今年是豬年，客家話可以說今年係豬年[gimˊ ngienˇhe zuˊ 
ngienˇ.]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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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天天學客語  臺中好客家 
女：今天晚餐你想吃什麼呢？ 
男：好久沒吃你的拿手菜 梅干扣肉 
女：家裡還有媽媽醃製的梅菜， 
    我等等去菜市場買個五花肉，就可以做梅菜扣肉了！ 
男：上次去餐廳吃的薑絲炒大腸，讓我念念不忘。 
女：薑絲炒大腸不難啊！ 
    只要有豬大腸、薑絲、酸菜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 陳年醋，家裏也有！ 
    我再去菜市場買個白斬雞配桔醬，最後炒個高麗菜吧！ 
 
老師： 
今晡日个暗餐，你想食麼个呢？[gimˊ buˊ ngidˋ ge am con
ˊ， ngiˇ xionˋsiid  maˋ ge noˇ？ ]   
就是 今天晚餐你想吃什麼呢 的意思 
客家傳統有名的菜色覆菜炆爌肉[pugˋ coi vunˇ kong  ngiug
ˋ] 就是梅干扣肉 
客家人常常滷个覆菜[ luˊ ge  pugˋ coi ]意思是醃製的梅菜 
還有薑絲炒大腸[giongˊ xiˊ cauˋtai congˇ] 薑絲炒大腸 
雞肉剁盤搵桔醬[gieˊ ngiugˋ dog  panˇ vun gid jiong.] 
白斬雞配桔醬 
 
豬腸[ zuˊ congˇ] 豬大腸 薑絲[ giongˊ xiˊ ] 薑絲； 
覆菜[ pugˋ coi] 梅菜；老醋[ loˋcii ] 陳年醋 
 
片尾：本廣告單元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