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序進入初夏，天氣開始轉為炎熱。悶熱夏季，容易心煩氣
躁。日本是一個感性的國家，對大自然細微的觀察及覺察，擁有
獨特的「音文化（おとぶんか）」（聲音文化）。從風聲、蟲鳴鳥
叫、水聲、雨聲中感受聲音的「涼しげ（すずしげ）」（涼爽）。
比方說炎熱夏天，日本人會用灑水納涼、聽風鈴清脆聲響感受涼
意、觀賞瀑布消暑、傾聽潺潺水流聲感受沁涼，在沒有冷氣空調
的古代，涼爽音色可說是消暑的生活智慧。說到日本的水聲文化，
想跟大家分享日式庭園的排水裝置藝術「水琴窟（すいきんくつ）」
（水琴窟），讓我們一起感受「水琴窟」所帶來的寂靜美與沁涼
禪意吧！

「水琴窟」源自於日本的江戶時代，據說水琴窟通常是設立
在茶室入口處的「手水鉢（ちょうずばち）」（洗手盆）旁邊，是
日本庭園的造景和樂器，水琴窟所發出迴響的水滴聲，宛如琴韻 ,
因而有此美名。水琴窟的設置原理是利用洗手盆的排水，流入埋
藏在其地下的水甕中，當水滴滴下時，「余韻（よいん）」（餘音
裊裊），演奏出清脆的共鳴美聲。水琴窟別名「洞水門（どうす
いもん）」，是日本庭園造園技術的精湛藝術品。傾聽水滴聲，讓
人彷彿置身優美天籟中，靜靜品味日本獨有的美學：「侘び（わ
び）」（簡樸素雅）、「寂び（さび）」（古樸寂靜），同時感受清涼。

到底要怎麼聆聽呢？很簡單就是把耳朵貼近水琴窟的竹管靜
靜傾聽，這時就會聽見「キーン、カーン」（叮叮咚咚）的水滴聲，
非常悅耳，令人心曠神怡。    

傳統古老的水琴窟，隨著時代的變遷，慢慢地被人們遺忘了。
但近幾年有復甦的現象，現代的水琴窟多樣化，除了日式庭園造
景之外，也可在神社寺廟、日式旅館、日本料亭尋找到其芳蹤。
它也被應用在室內設計或是做成 CD，甚至被做成招福開運的水琴
鈴御守等商品。為了保存這夢幻般細膩的美麗音色，日本群馬縣
吉井町的水琴亭的水琴窟被獲選為日本聲音風景百選之一。

環境的車水馬龍噪音，總讓人心浮氣躁。偶爾停下來，與寂
靜互動，體驗耐人尋味的「余韻の美学（よいんのびがく）」（餘
韻美學）。側耳聆聽水琴窟，急性子的我在旅日的生活裡，跟著
日本人學習善用「五感（ごかん）」 （五種感官），即「見る（み
る）、聞く（きく）、嗅ぐ（かぐ）、味わう（あじわう）、触れる
（ふれる）」（視覺、聽覺、嗅
覺、味覺、觸覺）透過傾聽「水
の音（みずのおと）」（水聲），
感受心靜自然涼的夏日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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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豆知識】

重新認識日語的重音

流行語「きもい」的用法

註 :「-3型重音」即重音下降的地方為倒數第三音節。

1. 重視日語重音教學的台灣
去年參加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海外日語教師研習時，有機會與各國老師交流，才

發現只有台灣特別重視「アクセント」（重音）的教學。由於華語是聲調語言，依據其
聲調不同產生不一樣的詞義，例如：媽、麻、馬、罵。這也使得台灣的日語教學現場
特別重視「重音」，以下概述說明學習重音時的重要觀念。

2. 日語重音的功能
日語的重音為高低重音，例如「あめ：高低」（雨天）及「あめ：低高」（糖果）

兩詞彙利用重音高低的不同來分辨詞義，與上述華語的聲調相似，這就是重音的「辨
義功能」。「庭には鶏がいる（にわには‖にわとりがいる）。院子裡有隻雞。」及「庭
には二羽鳥がいる（にわには‖にわ‖とりがいる）。院子裡有兩隻鳥。」兩構句利
用詞彙重音不同造成分界點不同，意義跟著改變，這就是重音的「分界功能」。因此，
重音若有錯誤不但日語不道地，也會有溝通上的問題。

3. 日語詞彙重音的學習
日語的詞彙重音可以分為 (1)不可類推，重音需要記憶的詞彙，例如：名詞、接續

詞、助詞等。(2)可類推，重音有法則的詞彙，例如：動詞及形容詞的活用、複合名詞等。
以動詞為例，A類動詞之辭書形沒有重音，其活用都不需要有重音。B類動詞之辭書形

當我們打開冰箱，發現裡面有毛毛蟲時，一定會直呼好噁
心吧！日語用來表達這種所見所聞令人感覺噁心的事物及行為
時，一般會說：「気持ち悪い（きもちわるい）」。然而，在漫畫、
戲劇、動漫或是電影中，我們會發現時下的日本年輕人常用的
是「きもい」。本文要介紹的就是學校及書本沒教的流行語「きもい」的用法。

「きもい」也可以寫成「キモい／キモイ」，是「気持ちが悪い（きもちがわるい）」
的簡略說法。「気持ち」是「心情、情緒」，「悪い」是「壞、不好」 的意思。「きもい」
是 1970年代後期的產物，一直到 1990年代後期才成為年輕世代對話中頻繁出現的流
行語。以下是「きもい」的使用場合及例句 :

1. 感到不舒服的行為
Ex1.ねぇ、ねぇ、この間

あいだ

、キモい男
おとこ

に告
こく

白
はく

されたよ。
（欸、欸、我最近被很噁的男性告白了。）

Ex2.あの人
ひと

が笑
わら

うとキモい。（那個人一笑就讓人發毛。）

2. 令人作嘔的食物
Ex1.さすがに虫

むし

の料
りょう

理
り

はキモすぎるわ。（蟲蟲料理果真噁心極了。）
Ex2.うわっ、この料

りょう

理
り

、豚
ぶた

の頭
あたま

丸
まる

々
まる

使
つか

ってるじゃん！マジキモい。
（哇、這道菜是用整個豬的頭做的！真的好噁。）

郭獻尹 老師
東吳大學推廣部講師（主編）

有重音，其活用（→後的詞彙）都為「-3型重音」（註）。以下舉例說明：
(1)名詞例：さくら（櫻花：平板型）、もみじ（楓葉：頭高型）、つつじ（杜鵑花：
中高型）、きく（菊花：尾高型）

(2)動詞例：
A.あける（打開：辭書形）→あけて（て形）→あけた（た形）→あけない（ない形）
B.たべる（吃：辭書形）→たべて（て形）→たべた（た形）→たべない（ない形）

4. 日語詞彙重音的標示法
(1)詞彙重音的階段觀及方向觀

日語詞彙的重音教學以往都用「階段觀（高
低）」方式呈現。然而，近年來教學上重視詞
彙組合後句子的自然度、流暢度，詞彙重音的
說明慢慢改為「方向觀」，將焦點著眼於高往
下降（＼）的地方。
(2) NHK重音辭典的新標示法

NHK重音辭典一直以來都是日語教學者參
考正確重音的依據。2016年 5月出版的改訂版
本將重音的標示由「階段觀」改為「方向觀」，
讓標記更為明確，請參考右表。

3. 看到厭惡的事物或是動物、昆蟲
Ex1.冷

れい

蔵
ぞう

庫
こ

で毛
け

虫
むし

の死
し

体
たい

を見
み

つけたよ。マジでキモかったよ。
（在冰箱裡看到毛毛蟲的屍體，真的噁爆了。）

Ex2.クモが嫌
きら

い。キモいから。だって足
あし

が 8
はっぽん

本だよ。それに毛
け

が生
は

えてるし。
（我討厭蜘蛛，覺得好噁。因為有八隻腳，又長著毛。）

4. 聽到感覺不舒服的事情
Ex1. A:今

け さ

朝学
がっ

校
こう

に行
い

く途
と

中
ちゅう

にさぁ、車
くるま

に轢
ひ

かれてつぶれたカエル見
み

たん
だけど！（今天早上去學校的路上，看到了被車壓扁的青蛙。）

B:えー、朝
あさ

からキモい！（一早就令人不舒服！）
Ex2. A:今

け さ

朝、通
つう

学
がく

中
ちゅう

の電
でん

車
しゃ

で痴
ち

漢
かん

にあったんだけど。
（今天早上在上學的電車上碰到色狼。）

B:えっ！大
だい

丈
じょう

夫
ぶ

だった？その痴
ち

漢
かん

マジキモいんですけど。
（妳還好吧？那色狼真噁心。）

5. 在前面加「超」可加強語氣
Ex1.あのホラー映

えい

画
が

、超
ちょう

キモいわ。（那部恐怖片，超噁！）
Ex2.これはコオロギフライ？超

ちょう

キモい！（這是炸蟋蟀？超噁！）

「きもい」被當作「い形容詞」使用，用
於表達各種不同噁心的情況，屬於負面的評價。
因此，使用時要看場合及對象，切勿過度使用。

NHK重音辭典
的標示法 名詞例

舊標示法
（階段觀）

平板型：さくら
頭高型：もみじ
中高型：つつじ
尾高型：きく

新標示法
（方向觀）

平板型：さくら
頭高型：も　みじ
中高型：つつ　じ
尾高型：きく

劉月菊 老師
健行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師

林玉英 老師
前文化大學推廣部講師

名古屋德川園的傳統水琴窟
（照／林玉英老師　提供）

JR 名古屋車站內具現代感的水琴窟
（照／林玉英老師　提供）

表╱郭獻尹老師　整理



大家有沒有在網路商場購物的經驗呢？上網買了東西後，郵
差就會在 24小時內，將貨品送到你家。這時，如果你不在家怎麼
辦呢？沒關係，親切的管理員伯伯會幫你簽收，等你回家後再轉
交給你。但在日本，恐怕跟你想的不一樣喔。日本的網路購物越
來越發達，貨物量暴增，但卻因為文化差異及現實上的條件，導
致日本宅配物流逐漸崩解中。

地狹人稠的台灣，主要的居住型態是公寓或者是華廈大樓，
即使是舊大樓，多半也都有親切的管理員伯伯「看門」。但日本
的居住實情卻跟台灣不太一樣，日本人除了住華廈大樓外，許多
人到了成家立業的年紀，就會選擇購買「一戸建て（いっこだて）」
（透天厝）。而由於日本的交通發達，因此可以在土地較便宜的
近郊，興建許多一般受薪階級也負擔得起的木造透天厝。都心精
華區的土地價格高昂，在土地有效利用的考量下，許多土地會被
拿來興建可以居住上千戶的「タワーマンション」（超高層塔式住
宅）。

木造透天厝並不可能家家戶戶有管家幫你收包裹，超高層塔
式住宅動輒上千戶，管理員也不可能有空間幫你代收包裹。而且
就日本的文化上，一旦代收簽了名，就要負責任。為了避免後續
衍生出的麻煩，即使是戶數不多的大樓，管理員也不會幫住戶代
收包裹。一旦你人不在家，郵差就只好在你的信箱留一張「ご不
在連絡票（ごふざいれんらくひょう）」（不在配達通知書），等
你回家後再打電話到郵局或網路上預約，請他們於你方便的時間
「再配達（さいはいたつ）」（再度配送）。如果你住的大樓檔次
較高，會有設置「宅配ボックス（たくはいボックス）」（宅配箱），
讓郵差先將包裹放進去，等你回家後再使用房間的磁控卡來取貨。
但因為空間有限，一個大樓頂多設置 20幾個，對於動輒上百戶以
上的大樓而言根本不夠。

就是因為這樣的居住實情，導致日本的郵差及宅配人員「再
配達」的比例高達兩成以上，這等於是一年就平白浪費了 1.8億小
時、相當於 9萬人的勞動力。因此許多宅配業者也千方百計試圖
效率化，如改變配送指定時間、在車站設置取貨箱、增收費用……
等，試圖化解逐漸崩解的物流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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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那年，初來乍到日本當天，新聞播報著二月寒冬的大雪警報，第一次看到

雪的我，無心欣賞那皚皚世界，只擔心該如何度過嚴寒。幾天後天氣見好，我決定出

門探探。走著走著，居然看到了在冰天雪地中，許多人家仍然種植著盆栽「ハボタン」
（葉牡丹）。幾個春夏秋冬之後觀察發現，日本就算是嚴冬，也會想辦法栽種耐寒花卉，

而且隨著天氣回暖，道路兩側的花卉也會跟著季節變換。這些植栽的人力物力支出，

大多由公家機關付出，日本對於季節花卉的重視可見一斑。

從此，路旁的花朵便成了我通勤時最大期待，從花朵觀察當下季節，更是生活一

大樂趣。除了各式會依季節更迭的花卉外，非開花期時常綠植物們也努力用綠葉襯托

當季花朵綻放。每當初春至孟夏，「新緑（しんりょく）」 的季節，生機盎然令人心曠
神怡。日本各地道路兩旁普遍可見杜鵑。四月下旬，常綠的杜鵑，開始有了不一樣的

顏色：紅色、桃紅色、白色…美不勝收。在日本看見杜鵑花開，就知道天開始要回暖了。

中文的杜鵑花故事，大都悲愴淒涼。從「杜鵑啼血滿山紅」 、「杜鵑啼處血成花」
詩句便可知這杜鵑花的紅使人聯想到血；花季則使人聯想至杜鵑鳥的哀鳴。不過日本

的杜鵑花不同，而是跟花期一樣，給人心暖的感覺。日文的杜鵑花叫做「躑躅（つつ
じ）」。「躑躅」二字原意是「停下腳步」，因為杜鵑花太美了，使人不由得停下腳步
欣賞，因此得名。杜鵑的美還影響了日本傳統色彩中的桃紅色，日文就稱做「躑躅色（つ
つじいろ）」。

2013年帶領台北市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赴日本國際教育旅行，實際走了一趟高
野山。「高野山（こうやさん）」位於和歌山縣，平安時代弘法大師「空海（くうか
い）」曾於此修行，開創了高野山真言宗，建立佛教聖地總本山「金剛峯寺（こんごう

李佩盈 老師
fb主婦日本語教師

杜鵑花因適應性佳，花期長，因

此在日本，杜鵑花也象徵生命力強韌。

「被爆（ひばく）」（被轟炸）後的廣
島，曾經被說「75 年間は草木も生え
ないだろう（75 ねんかんは　くさき
も　はえないだろう）」（未來 75年可
能都無法生長任何植物）。然而，廣島

現在景象就如縣民們上下一心努力般地

生氣勃勃、鬱鬱蔥蔥。登錄世界遺產的

「広島原爆ドーム（ひろしまげんばく
どうむ）」（廣島核爆圓頂屋）周圍的
杜鵑花團錦簇，欣欣向榮之姿，令人感

佩不已。

ぶじ）」。2004年 7月該寺及周邊區域更以「紀伊山地的聖地與參拜道」之名，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金剛峯寺有提供訪客住宿，稱為「宿坊（しゅくぼう）」。此次旅行我們入住「赤
松院（せきしょういん）」，在前往各自房間前，大家於大殿堂集合，由住持介紹寺院，
並闡述真言宗的教義，在講解過程中全體參與者均採跪坐，也就是「正座（せいざ）」。
這一段時間讓人有修練的錯覺，整個儀式大約 30分鐘。儀式結束後讓人頓時有種自然
心靜的感覺，同時每個人手腕也會被綁上一條經過加持的彩色繩結作為紀念。

進了分配的房間後，接下來就是晚餐時間。「赤松院」經常接待外國旅客，當晚
我們在餐廳隔著屏風可以聽到外國訪客用法語交談。用餐又是另外一種修行的體驗，
也是採用跪姿。餐點內容是素食，對喜愛吃素的朋友來說是一大福音。因為到日本旅
遊是不太容易找到專門賣素食「精進料理（しょうじんりょうり）」的餐廳，可以在高
野山的「宿坊」吃到實在是幸運無比 !其菜色有高野山獨特的「芝麻豆腐（ゴマどうふ）」
及「高野豆腐（こうやどうふ）」。一頓飯吃下來的感覺是 :「饒了我吧 !」，因為明天
還有一餐跪著吃的早餐在等著我們。

第二天起個大早沿著參拜大道往前走到了「一の橋（いちのはし）」時必須要引謙
卑的心渡橋，據說弘法大師有可能會現身在橋的另一端迎接你。因此，渡橋時必須將
頭垂下並合起雙掌表示對大師的尊敬。過了橋之後就是「奥の院（おくのいん）」，該
院是禁止攝影、飲食和抽菸的。相傳在前往奧之院長達 2公里的路上有將近 20萬座墳
墓，日本歷史上的偉大武將織田信長、豐田秀吉等也都長眠於此。

如果有時間還可前往「壇上伽藍（だんじょうがらん）」參拜，「壇上伽藍」與「奥
の院」並列為高野山兩大聖地。此外，總本山的金剛峯寺為弘法大師依「金剛峯樓閣
一切瑜珈瑜祇經」所命名，為高野山的
統稱。不知是否因為多年來的俗務纏身，
於參拜過後頓覺卸下許多牽掛，身心清
爽許多。

TiN 老師 ( 陳適群 )
株式会社ペコスコンサルティング＆
マネージメント
代表取締役

范清美 老師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日語教師

高野山奥の院（照片引用自免費照片集「えいの旅」http://trip.hiwadasan.com/index.html）

【日本風情話】路旁的季節感

廣島核爆圓頂屋（照／李佩盈老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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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遊】

高野山赤松院的禪學體驗

【日本最前線】物流崩壞

東京都中央區晴海一帶林立的「タワーマンション」（照／ TiN 老師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