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大埔腔） 

編號 1 號 

【吾个隔壁鄰舍】黃詩婷  原作 

人講：「近鄰贏過遠親！」確實無毋著，等生活裡肚，已多

事情無辦法單人獨馬去完成，需要隔壁鄰舍來𢯭手，因致，戴在上

家下屋1會相照顧个社區，盡有福氣。 

戴在吾上家个人，大人細人都已良善，對人當好。該做阿奶个，

堵著熟事人做下會開容笑面相借問，看著生份人，也會同佢頷頭，

打招呼！厥兩公姐，無論莊肚哪家人屋家做好事、抑係歪事，無斯

廟項做鬧熱，都會義務踏過去𢯭手，對上鄰下舍乜當親切，當有人

緣，大家都當愛同厥等打嘴鼓。厥倈、心臼乜當賢孝，畜个細人，

講話細聲細義，當有禮貌，當知人我、知上下，大家已安𧩣！ 

戴在吾屋家對面个阿伯婆當煞猛種菜，逐日臨暗會去菜園淋

菜，佢講，自家菜園種个菜無農藥，又已萋，食來較安心！見擺有

收成，佢都會送兜菜分吾姆煮。 

斜對面个阿伯公真涼樂，生活態度係「手疾好過家，腳疾好繡

花。」該種人，輒輒會看著佢在禾埕項，坐緊矮凳鋸弦、唱山歌，

聽著个人都試著當爽快，無愁無慮！下把下，𠊎會跈吾爹過家去厥

                                                       
1 上家下屋：音 shongˋ ga+ ha+ vug^；鄰居。 

屋家泡茶、尞涼，聽厥等講古，試著當生趣，乜分𠊎體會著「敬老

得福，敬禾得穀」个道理。 

毋過，戴在吾下屋个人，愁慮已多！兩個倈當毋聽講、毋成人，

兩兄弟歸日吵吵鬧鬧，冤家羅債，惡擎擎，還長在相打泌背。做爺

哀个講無兩句，厥等斯頸偏偏、眼豺豺，像愛食人个樣，連厥爸、

厥姆都毋敢多管教，輒輒譴去胲滿肚飽，正經係「敢死，閻羅王都

驚。」毋單淨影響著莊肚个安寧，大家乜心寒膽顫，堵著恁泥个鄰

舍，實在愛有相當个度量。 

除撇該家人，吾个隔壁鄰舍大體都會互相照顧，放尞日出門，

也會𢯭掌屋。逐禮拜六朝脣頭，還看得著當多義工阿伯同伯姆，擎

緊祛把同糞斗，在該掃大路、拚垃圾、清水溝！看得出大家團結合

作、愛護社區个精神！若係莊肚辦活動，廟埕做大戲、打醮、迎神

做鬧熱个時節，大家也會同心協力、互相幫忙鬥鬧熱。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大埔腔） 

編號 2 號 

【毋會烏撇个一葩火】黃碧清原作	

逐個人心肝肚都有一葩光光个燈火，𠊎乜有一葩燈火戴在心肝

頭，這葩跈𠊎既經當多年个燈火，緊來緊光。 

小學畢業該年家鄉還吂有國中，所以學區分到「三義國中」。

莊頭去三叉河單淨有新竹客運，一日往復三枋車，三叉轉新雞隆尾

枋車係臨暗五點邊。該時節个路無鋪打馬膠，見堵著落雨準講雨毛

車坊乜停駛，上下課時節無赴著車枋，斯愛用行路去學校抑係轉

屋，來回一掖少講乜愛三點零鐘，實在有罅遠。記得正開學三個零

月，有一日，因致英文課大家無認真，歸班留落來複習。𠊎毋敢同

先生講愛赴車，戇戇噹噹跈大家共下到五點下課，遽遽三步做兩步

飛去赴車，走都兩腳無搭地，行到氣渺渺2，到車頭時，車早都走撇

咧！人生路毋熟，天色緊來緊暗，仰結煞正好？ 

堵好一枋愛去苗栗个車枋，遽遽跋上車到銅鑼盤車，轉到雞隆

既經七點零，天時早都斷烏。山路彎彎斡斡無電火，轉屋个路暗摸

叮咚，風在耳公脣輕輕講細聲話，狗吠聲摻核夜色，陪𠊎慢慢行。

                                                       
2 氣渺渺：音 kiˋ miau^ miau^；有氣無力。 

一個人孤孤栖栖行都硬硬愛噭个時節，遠遠看著有一點光，搖搖擛

擛緊來緊偎，耳公脣接核聽著「阿清」，咦？熟事个聲音！電火慢

慢停在吾面前，係阿爸！  

話講臨暗日頭看緊斯愛沉落山背咧，妹仰還吂轉屋呢？阿爸急

都連飯也毋赴食，擎核手電，斯來車頭接厥屘女。一接眼看著阿爸，

含核个目汁一下斯濛撇目珠，看路都毋著，𠊎當感心，細細聲講：

「阿爸，恁勞瀝！」阿爸擎核手電筒，恬恬在吾屎背尾陪𠊎慢慢行，

轉到屋家，看著阿爸烏金个面項，有淺淺个笑，該係安心。屋家人

平安坐緊共下食飯，幸福个味瑞醹都化毋開！ 

自𠊎知人我來，阿爸罕得笑，還細時看著會驚，到𠊎畢業在外

背食頭路、結婚做哀，正漸漸感覺著爺哀惜子个心。在外國食頭路

該幾年，思念陪核𠊎在他鄉个逐個黃昏暗夜。愐著阿爸為著參加吾

个畢業典禮，山事放撇，往回三點鐘个路程，䟓工來參加家長會，

還過借鐵馬載𠊎去分先生看。阿爸个愛一點一滴塞淰思念个心，阿

爸个叮嚀像天頂一𥍉一𥍉个星，點光吾个人生路。阿爸來接𠊎个這

葩手電火，陪核𠊎行過礫礫矻矻3，行正逐步腳。這葩思念个燈火，

在吾心肝肚緊來緊光，佢係一葩毋會烏撇个光明燈。 
 
 
 
                                                       
3 礫礫矻矻：音 lidˋ lidˋ kidˋ kidˋ；路面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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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號 

【阿爸个鐵馬】鄒瑞梅原作	

阿爸个雜貨店，開在莊頭，店頭不時放一臺烏疏疏个鐵馬。 

阿爸个雜貨店細細間，雖然看來毋打眼，毋過賣當多東西，樵

米油鹽醬醋茶項項有，茶箍、面盆、掃把也毋會少，還有細人好食

个噹嗒。店面細罔細，店亭下个位所也無打爽，阿姆好手藝，熱天

時賣透心涼个仙草冰，寒天斯賣燒熝熝个豆腐花，人客歸日鬧借

借，長在會有老主顧尖在店頭看電視、打嘴鼓，無論麼个鼻屎小可

事，大家都在店頭講，像係細叔婆做生日、王屋嫁妹、阿德伯討心

臼，上家下屋麼人愛蒔田割禾，阿爸做下會盡先知，店頭嗄變做莊

頭个放送頭站咧。 

歸莊頭講起來，阿爸一等煞猛，無論係發風落雨，抑係日頭烈

烈个天時，長年透天都無放尞，逐日都開店門做生理。店項有欠麼

个雜貨，斯隨騎核鐵馬去街項補貨，自從都毋識聽佢怨嘆一句，為

著一家大大細細个溫飽，共樣日日做，佢輒輒會同𠊎講：「做人愛

碌，做牛愛犁。」斯係恁泥。 

成半下，阿姆屋家事做閒咧斯會來店項𢯭手，換阿爸去歇睏睡

當晝。毋過佢一等惜𠊎，毋盼得去睡當晝。落雨天，斯在店項教𠊎

讀書寫字；好天時，佢會載𠊎出去滿哪遶。𠊎盡好坐在阿爸鐵馬後

輪上背个載貨架面頂，鼻緊阿爸流汗个味瑞，唱核阿爸教𠊎唱个山

歌，佢乜會教𠊎唸童謠：「阿啾箭，尾砣砣，無爺無哀跈叔婆，叔

婆呢？掌牛咧！牛呢？賣撇咧！錢呢？討餔娘咧！餔娘呢？走撇

咧！」倆子爺一條唱煞換一條，歡歡喜喜，歸路唱山歌、打嘴鼓，

當樂暢！上崎个時節，阿爸出力箭鐵馬，歸個人大汗披身；落崎个

時節，一路溜往下，相思樹頂个阿啾箭、草圃面个蝶、水脣个揚尾、

田肚个細𧊅乜跈𠊎共下唱山歌。 

烏疏疏个鐵馬，載核一家人个希望，一步一步个腳踏聲，聲聲

堅定。成半下，載核一包一包个赤砂；一半下，載緊一袋一袋个粗

鹽；成半下，還會載核一個一個毋知頭天个細人，所有个希望總係

寄託在四四角角个貨架項。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大埔腔） 

編號 4 號 

【漏汊汊4个穿鑿屋】曾秋梅原作	

「阿奶，阿奶，你仰拿核該看毋真个老相片在啄目睡諾？」阿

奶聽著孫个聲，目瞇瞇開嘴講：「頭先在拖肚看著這張相片，分𠊎

愐著老頭擺，愐啊愐嗄睡撇咧！阿奶講古分你聽，愛無？」「好好

好，𠊎盡好聽阿奶講古！」 

𠊎做細妹時節屋家當匱，戴个屋係茅寮屋。簡簡單單幾間，恁

多姊妹愛尖共下，睡目轉身都毋得。落雨个時節，地泥濫濫膏膏5，

外背大落裡背細落，間肚滿哪都漏，愛拿面盆去承水，抑係拿水衣

布去弇東西。若係發風搓个時節，歸家人斯愁屋頂會分風搓掀撇。

屋頂若掀撇，吾等恁多姊妹斯衰過咧！衫褲總下溼溚溚，樵草乜溼

溚溚，無法度起火，斯無法度煮食，歸家人斯愛枵肚屎咧。   

茅寮屋有人講做穿鑿屋，佢用竹做屋身、做樑，竹愛用較老个

正較砸較耐。竹同竹之間無用釘，全部鑿空穿過，過用竹破篾皮䌈

畀固定。過後用唐甖泥攪沙，過放兜牛屎落去，牽牛去踔去氵雀   6，

等到氵雀   合合7了後，正同這兜材料膏上去粉平，面項過粉一層石灰，

                                                       
4 漏汊汊：音 leuˋ chaˋ chaˋ；漏個不停。 
5 濫濫膏膏：音 lamˋlamˋ goˇ goˇ；非常泥淖。 
6 去踔去氵雀   ：音 kiˋ chog^ kiˋ ziogˋ；用腳任意踩踏。 
7 合合：音 gab^ habˋ；混合在一起。 

恁泥白白看起來已光生8。 

屋頂係茅、稈、沙蔗抑係甘蔗葉晒燥，放齊攤平了後正用竹篾

去合，一層一層重上去个。屋頂逐年都愛重一擺，若無見擺落雨時

節斯會漏汊汊。 

該當時細妹人大部分都無去學堂讀書，愛在屋家𢯭做事，撿樵

草、縈草結、炆汁餵豬，又還愛照顧老弟老妹、煮三餐，無一時閒。

係堵著愛重屋頂，𠊎斯愛去河壩甘蔗園，剝甘蔗葉轉來。該下剝甘

蔗葉係違法个，分人捉著會揪去派出所，逐儕都已驚。毋過頭擺人

講：「敢去斯有一擔樵，毋敢去斯屋家愁。」為著愛有涼爽个屋來

戴，囓牙乜愛去。 

臨尾𠊎嫁分若爹，戴个屋比吾妹家有較好一屑，這張相片肚个

泥磚屋斯係等頭擺个屋。泥磚屋弇个係瓦，無像穿鑿屋恁費氣，

毋使年年重屋頂，落雨也毋驚會漏雨。 

人講：「省食有好伸，省著有好囤。」𠊎同若爹煞猛打拚、省

省儆儆，省著一屑錢，斯拿來起過磚屋戴。人又講：「食毋窮、著

毋窮，毋會打算一世窮。」你這下斯愛認真讀書，做人愛正當，絕

對毋好去學壞喲！ 

聽撇阿奶講个老頭擺，正知做麼个阿奶這毋盼得食、該毋盼得

買，恁省儉个原因咧。 

                       

                                                       
8 光生：音 gong+ sang+；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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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號 

【爺哀行過个路】江昀原作	

該日，特別行一轉家鄉个大路，對山頂溜落來，過一板橋，這

板橋毋知分大水打忒撇幾多擺，頭擺用枋探个，當遽斯歿撇9，下後

用紅毛泥又乜分大水打壞撇，整好又壞，壞了又整。該下，橋過來

係一條黃泥石粒个大路，想著頭擺阿爸打赤腳，對山頂㧡歸百斤个

火炭，行這條路个身胚，天時翕熱、汗流脈落，阿爸矺去腰鉗背吊。

阿姆腳短短人矮細，佢係歸伙房盡會做个婦人家，阿姆當年在這條

大路㧡緊茶米、香茅油、油、鹽該兜重鈂鈂个擔頭，用青春換來一

屋家大細个燒暖。  

今晡日，看著恁大條个路，鋪打馬膠整去平平平，大車細車密

密過，了肖个拖拉庫運轉手，難得看著荒郊个山路有人行，玄玄風

喇叭「叭叭叭」大嫲牯聲，頭磬磬專心行路个人，會著驚，嚇著咧

轉屋斯愛去收驚。  

擔硬个爺哀，祖公戴在這偏僻个大山頂，無月給好領，絡食當

困難，單淨有一細垤茶園好耕忒等，緊工時節換工又乜賺飯食，無

                                                       
9 歿撇：音 mud^ ped^；腐朽。 

工錢好轉屋家，青菜、番薯自家種，無米又無田，糴米、油、鹽項

項愛現金，阿姆畜幾隻雞，乜愛㧡下山過河壩，行過這條黃泥石粒

路，擔竿一頭兩隻頭牲，路頭又遠，艱苦喔！行點外鐘正會到街路，

重鈂鈂又緊奮个雞，實在賣無兩點錢，跈核斯愛糴米買油鹽㧡轉山

頂，圓身又無半點錢，畜正成年大个雞，換無幾斗米，煮番薯摻米

个日，又乜恁泥過，戴在大山背个人，正經匱都屙痢肚。 

跈緊大路緊行，行幾下公里，無堵著半儕個人，才過个爺哀，

該央時寒天冷嘰嘰10，熱天像扐火囪，算來仰脣耐過來，畜大一陣，

比粽擐還較大擐个家庭？  

好得爺哀想較長，為著子女个前途，幾十年前煞煞賣撇山，舊

屋無價準搭秤頭送，正搬到城市戴，分吾這兜受教育，毋使過再㧡

擔蹶山做苦事。毋過今晡日日頭還烈哪，㸐都歸個人會燥撇去，還

行毋得到街路，歸路有田坵、竹園，斯係無半間屋，連一坎店都無，

行去兩隻腳硬硬會斷撇，還看毋著有人家屋，仰結煞正好哪！這條

大路仰脣恁長？請問天公啊，這條路敢使得透到臺北？ 

 
 

                                                       
10 冷嘰嘰：音 len+ zi+ zi+；冷颼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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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號 

【漚雨】張美容原作	

恁久來，逐暗晡个落雨聲，總係像賤躁11个細人，在𠊎半睡半

醒發夢中，咄咄喝喝12、穿上穿落，無一暗晡有好恬靜恬靜睡目。

想起頭擺人聽著雨打芭蕉个聲音，心肝肚斯愁愁慮慮，𠊎這下還聽

著雨水打在雨篷13頂，叮叮咚咚、淅淅錫錫个聲音，吵都人日夜煩

躁、食睡毋安，比較起來，𠊎還係較欽羨古人。 

夜夜落雨斯算咧，逐日天一光擘開目，看著个係烏疏烏疏个

天，聽著个本本係博人惱个雨聲，心情跈核斯慍悴起來，在這又溼

又冷个天時出門上班、讀書，一路塞車，為著赴時間，大家斯少撇

耐心，「叭！叭！叭！」个喇叭聲響無停，鑽上鑽下14个奧多拜，危

危險險，一下無細義，還會分路過个車噴去一身泥漿水。天時毋好，

心情毋好，大家失撇好天時个平靜同忍讓。 

雨漚無停，𠊎盡毋盼得个係原本屋前、屋後開去鬧鬧15、靚靚

个玫瑰、海棠、櫻花，分雨涿去溚溚跌16，實在打爽。毋過，盡難

                                                       
11 賤躁：音 cienˋ cauˋ；活潑好動。 
12 咄咄喝喝：音 doiˇ doiˇ hod^ hod^；大聲嘶喊。 
13 雨篷：音 rhi^ pungˇ；遮雨的棚子。 
14 鑽上鑽下：音 zon+ shong+ zon+ ha+；鑽上鑽下。 
15 開去鬧鬧：音 koi+ kiˋ nauˋ nauˋ；開得很繽紛的樣子。 
16 溚溚跌：音 dabˋ dabˋ died^；紛紛掉落。 

為个還係婦人家，因為漚雨，衫晾都無位好晾，歸屋家溼溚溚，拚

掃也毋方便，細人日日關在屋家，拐都拐毋核17，實在艱苦。老人

家本來在寒天時使得出去晒日頭、打下嘴鼓，這下因致漚雨，單淨

使得坐在屋家啄目睡，乜當毋慣。盡得人驚个還係菜錢，青菜因為

漚雨綿撇，動啊著斯起幾下倍，水果乜係貴參參18，買毋落手。生

理人也怨怪，冷颼颼个落水天，打狗都毋出門，生理難做啊！逐儕

在想：「這雨到底愛漚著幾時，好停咧！」 

有一日，本本係落雨天，𠊎擎核遮、跔核頸筋出門，看著歸地

泥落花，心情斯像這天時恁毋好。無想著火車行過莊下，歸片青荷

荷个田，餳著吾个目光，蒔落去無幾久个秧，逐頭都精神百倍，頭

昂昂享受雨水个滋潤，一陣風吹來，做下在水中歡喜跳舞。看著這

光景，𠊎正分醒19，所有个事都有正反兩面，有利斯有弊、有得斯

有失、有圓斯有缺，毋好總用自家个立場來看萬事萬物。 

「漚雨漚到人人會生菇咧！」逐儕堵著都恁泥喊。毋過，𠊎這

下學會轉換吾个心情，利用漚雨清閒个時節，靜下心來，放慢腳步，

用音樂、書本同咖啡、清茶來配合雨水个節奏，也學會打開心門，

接受落花變做春泥護花个多情、還學會欣賞落雨天種種个詩情畫

意。 
 
 

                                                       
17 拐毋核：音 guai^ mˇ hedˋ；拐騙不住。 
18 貴參參：音 guiˋ sem+ sem+；昂貴的樣子。 
19 分醒：音 fun+ ciang^；清醒。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大埔腔） 

編號 7 號 

【行春】邱一帆原作	

新正年時，帶核輕鬆、歡喜个心情，跈緊定定、毋使鬥緊20个

腳步，去外背行行尞尞，看山看水、看樹看花、看世間靚靚个景緻

同色目，這係「行春」，毋係「走春」。 

新正在南庄，路脣个櫻花一頭一頭開出靚靚个花，有粉紅，有

大紅，還有暗紅，像當在歡迎春天，乜當像在歡迎來南庄行尞个人

客。每一頭櫻花樹、逐蕊櫻花都有無共樣个形款同色彩，斯像每一

個人，用無相同个生命戲齣，展現自家。濛紗、涼風走相逐，雨水、

日頭徙位，展現把變个面容，春天多姿多采个本色。愛及時，用

定定个步腳，行春到南庄。 

南河同東河合水21个所在，斯係安名做中港溪个起頭。向南看

去，虎山著核青色个衫，同頭前櫻花个紅相襯，清清个流水唱出春

天个歌聲，還吂謝撇个芒冬花，跳起青春个舞步，還有樹頂打都結

結个橄欖，在涼風中搖啊搖。這時節，坐在石駁頭凳頂項，目金金

緊看青山、流水、綠樹、紅花，所有彩色个、恬靜个、鬆爽个、歡

                                                       
20 鬥緊：音 deuˋ gin^趕緊。 
21 合水：音 gab^ shui^；河流交匯。 

喜个心情，自然在自家个㪗氣、在自家个血脈肚流緊，漸漸流入腦

隔肚、走入心肝頭。這時節，留一份恬靜分自家，毋使同人相爭買

老街个豬籠粄、乜毋使去搶買桂花巷个桂花釀，斯恁泥鬆鬆爽爽，

看康濟吊橋在空中散步，看天頂个雲霞變換無共樣个身裝，乜使得

目珠微微22，恬恬聽自家个心肝跳動聲、聽自家个心情講話。 

跋上海拔 735 公尺个昂天湖──一窟面向天頂个陂塘，還吂有

掀開神秘个面紗。圓舞場面項有一大搭濛沙還在該起雷追23，斯像

細人个樣逐都逐毋走，毋使吵毋使鬧，等日頭一出，涼風一吹過，

濛沙斯瀉去無魂無影24。該係矮靈祭時節青青个草坪，月光晟照、

濛沙煙肚，賽夏族人著核傳統服裝、繫緊臀鈴、月光旗，跈緊祖靈

祭歌，跳像蛇形樣个舞。為著逐走雨水濛紗，帶轉月光同清風，姓

朱个長老手擎鹿樹皮，編出百步蛇形樣个神鞭，在祭場中央緊拂緊

拂，這場景一齣一齣斯在自家个目珠肚演出。過再行入脣項个賽夏

文物館，坐在簡報室肚，你使得看著雷女下凡个故事，乜使得了解

矮靈祭典个由來……。 

戴在南庄个𠊎，心肝肚當確定，行春斯愛定定、寬寬看，毋使

走遠。  
 
 

                                                       
22 微微：音mi+ mi+；閉上。 
23 起雷追：音 ki^ lui+ dui+；不得所願而哭鬧。 
24 無魂無影：音moˇ funˇ moˇ rhang^；形容跑得快。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大埔腔） 

編號 8 號 

【阿興个望想】劉玉蕉原作	

冬節吂到，像刀樣个冷風斯一路劈緊來咧，冷颼颼个風，對阿

興个衫領、衫袖鑽往入，在圍身一轉了，跈肚臍下个開口溜出來，

阿興牙根齧緊，礫礫矻矻个雞嫲皮，挲毋平，勻勻鋪歸身，斯同該

正挷撇毛个雞皮共樣。還寒哦！交風25个面頰緪繃繃26，因致牙根出

力，分該原旦斯歪一片个闊嘴，這下看來越致27歪竵，還媸哦，鏡

肚个自家，實在屙痢毋得28！ 

寒囉囉个天時，尿又特別多，對座位蹶䟘來，對阿興來講係大

工程，無已載力29个腳，瘸瘸个手，尸朏愛隨時準備核，半爛燦該

手腳毋聽講，玄玄風斯會分佢頓去必析30哦。真無簡單蹶䟘來咧，

「呼！」敨下氣，企畀在，驚分阿興撞著，共樣手腳無已生活个同

學，這下逐個都閃遠遠，暫時分佢恁泥橫打直過。徙步，過徙步，

怪奇，明明𨃰到頭前，做麼顛倒打卵退？新打个鐵鞋䌈在腳項，看

                                                       
25 交風：音 kau+ fung+；受風侵襲。 
26 緪繃繃：音 henˇ bangˇ bangˇ；繃得很緊。 
27 越致：音 rhedˋ zhiˋ；更加。 
28 屙痢毋得：音 o+ liˋ mˇ ded^；糟透了。 
29 載力：音 zaiˋ lidˋ；承受力量。 
30 必析：音 bid^ sag^；裂開。 

起來有頭家个派頭，到徙步該下正知，唉，有罅重！ 

食飯係盡歡喜个事頭，打早斯分交通車載出門个阿興，吂到半

晝，肚屎斯嘰哩咕嚕打鼓咧，飯菜香對三樓衝上六樓來，仰脣安棧

得31？簡簡單單个入袋手工，分胃腸一搣，十五隻放一堆，較算都

毋著，較點都毋清楚，張袋个志工阿姨頭緊拂，「阿興哪，又毋著

哩喲！」唉，堵著食這層事，肚屎一枵頭斯暈，毋單淨手腳無力，

連頭那肚个東西都作怪哦！歸班七、八個人坐一張桌，先生將飯同

菜張入阿興个大碗公肚，上背還過放一垤烰个豬排，「使得食咧，

等下𠊎正同你剪細垤。」先生講。抓著湯匙，鏟入碗公肚，半口都

吂吞著，斯搣去歸桌咧，幾下到碗公還險險跌落桌下，將就用頭那

角緊32碗公，阿姆哀，愛食佢都難哦，該載志工阿姨遽遽過來𢯭手，

三、四十歲咧，㘔恁大人33還愛人𢯭飼，講起來有罅見笑！ 

「阿興，這恁久行路有較進步哦，加油兜，手腳廉輒34咧斯使

得去庇護工廠做事，加賺兜錢好討餔娘哦！」聽著這兜話，阿興嘴

角翹往上，目神肚，有歡喜，有盼望，正常个人生，在厥心肝肚，

千轉百轉複習了又複習，毋知幾多萬萬遍咧，佢乜想愛身邊有人，

乜想愛有屬於自家个家庭，這兜曾係妄想？哪日正會實現？單純个

阿興，無怨嘆，淰淰个望想，日日期待，總有一日會做下實現。 
 

                                                       
31 安棧得：音 on+ zan+ ded^；定下心。 
32 角緊：音 gog^ gin^；頂著圈住。 
33 㘔恁大人：音 sai+ an^ taiˋ nginˇ；猶如國語的活那麼大把歲數，粗魯的說法。 
34 廉輒：音 liamˇ ziabˋ；俐落。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大埔腔） 

編號 9 號 

【碗粄】陳志寧原作	

恁久毋知起麼个癖？朝脣一䟘床斯想食碗粄！ 

還細戴在外阿婆屋家，逐日臨天光斯分舅姆喊䟘床，去廳下拜

喏，正過入灶下跈佢共下做粄。舅姆做碗粄賣，𢯭手賺一家人个食

著。天吂光，灶下單淨吾等兩個人，事頭對一個細人來講有較辛苦

兜，毋過等舅姆做好粄，𠊎斯有兩碗碗粄好食朝，論起真也係幸福

个生活。 

這下自家有家庭咧，上班个人堵著放尞日，有目好睡，輒輒睡

到日頭晒屎朏，等行到菜市場愛來買碗粄，單淨看著空空个攤，做

下賣淨淨半屑都無伸。想愛食，恁早又跋毋䟘來，仰結煞正好？愐

愐嚟！試著自家來學做正著。 

決定自家動手學做，斯對頭認真來做，𠊎對網路項尋著資料參

考，還過問阿姆厥等有經驗个人。一步一步，將買來个在來米粉摻

水摝好，倒入碗項，正放在電鑊肚炊。炊粄个時節，順續炒配頭，

等到配頭炒好，碗粄乜差毋多炊好咧！ 

頭一擺炊好个碗粄，面頂水水35、底下硬硬。食得，毋過無已

                                                       
35 水水：音 shui^ shui^；水分過多的樣子；本文指如漿糊狀，無法凝固的狀態。 

好食。去請教阿姆厥等，正知炊碗粄該下，久久斯愛摝下米漿水，

該米漿正毋會座底36，正毋會底下硬硬、面頂水水。有阿姆厥等指

點，正愐著還細時節，看賣粄个舅姆炊碗粄，佢正經會打開籠床37

蓋，用筷同逐碗摝過，正又過炊。該下還細，對已多事情都毋會去

加愐，也無了解做麼个舅姆會恁泥來炊碗粄，這下了解原因咧，乜

算學著一擺寶貴个經驗！ 

知得失敗个原因，𠊎斯好搐搐38過做一到。這下知在哪個過程，

愛注意麼个，定定來莫恁鬥緊，該得愛摝過个米漿水，斯一碗一碗

摝過，該得愛炊幾久个時間斯炊幾久，這兜過程半屑都推懶39毋得。

臨尾炊出來个碗粄，食起來分阿姆厥等安𧩣有著，這下正經成功

咧！下次擺愛食碗粄，斯毋使恁泥早早䟘床，去菜市場赴人个時

間，又輒輒有好享受自家好食个美食咧！ 

阿姆厥等看著𠊎學做碗粄，笑都喊毋敢，緊問做麼个愛恁麻

煩？𠊎應厥等講，其實食碗粄个時節，𠊎總係會愐著，還細戴在阿

奶屋家，逐日臨天光該下，跈舅姆在灶下做碗粄，看佢𢱤炊好个粄

出去賣个情景。該下還細，又無好跈在爺哀个身邊，毋過還有人來

惜。這下自家使得照顧自家，食自家做个粄，愐著頭擺，這碗粄斯

特別香，直直香入心肝肚。 

                                                       
36 座底：音 coˋ de^；沉澱。 
37 籠床：音 lungˇ congˇ；蒸籠。 
38 好搐搐：音 hauˋ chugˋ chugˋ；興沖沖。 
39 推懶：音 toi+ nan+；耍賴、賴皮。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大埔腔） 

編號 10 號 

【文林閣40】林伯殷原作	

記得𠊎差毋多愛考高中進前，阿姆有交代，除撇愛煞猛讀書以

外，自家定著愛尋時間，去芎林文林閣拜文昌公。因為爺哀上班無

閒好同𠊎共下去，𠊎斯尋一日，鐵馬騎核去街路湊國中同學，兩儕

擐緊金香共下去拜喏。該當時單淨斯順爺哀个交代來做忒等，無加

愐麼个，等到自家做人爺哀了，帶核細人去拜文昌公个時節，正了

解麼个安做「盡人事，知天命」。原來阿姆喊𠊎煞猛讀書斯係先盡

人事、讀好自家愛讀个書，伸著个正係命，正愛看自家有福氣無？

拜文昌公，斯係祈求自家堵著困難个時節，毋會無主無張41，使得

順順利利考高分，拚上桱。 

看著恁多人來拜文昌公，斯知讀書同通過考試，係人生个大事

情。逐年，會到高中、大學入學考試个時節，有兜學校已工夫，校

長、主任同先生，會帶所有參加考試學生个准考證，還過包、粽來

拜文昌公，拜好，轉去正分分學生，希望文昌公保護，大家使得「包

中」自家想愛讀个學校。有兜在外莊戴个鄉親，考試前，乜會䟓䟓

                                                       
40 文林閣：音 vunˇ limˇ gog^；指芎林文昌廟。 
41 無主無張：音moˇ zhu^ moˇ zhong+；慌慌張張。 

42帶細人轉來芎林拜文昌公，在廟肚，輒輒會看著歸屋家人共下擎

核香，誠心誠意在該祈願个光景，大家總係希望文昌公，使得保護

參加考試个親人，有金榜題名个機會。 

一行入文林閣肚，斯會看著兩片脣个壁面，貼淰淰个榜單，廊

下乜吊已多還願个龍燈，試著像有已多前輩，在該鼓勵自家个樣，

因致恁泥大家斯較有信心，來面對將來个挑戰。文林閣盡早係先生

講學个位所，臨尾，撥出廟後背个所在，來設立芎林國小，分莊頭

个細人，有所在好好讀書，又過設獎學金來獎勵匱人个子弟，對當

初時設立到今百外年來，文林閣在實際上同精神上，毋知嘉惠幾多

讀書人咧。 

在臺灣，主祀文昌公个文昌廟無幾多間，芎林个先民有設立文

林閣个眼光，實在係對地方文化同後代教育个重視，大家來文昌廟

拜喏个時節，除了求自家个功名以外，乜千萬毋好毋記得先民个苦

心！ 

 

                                                       
42 䟓䟓：音 dang+ dang+；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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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 號 

【吾个隔壁鄰舍】黃詩婷原作 

人講：「近鄰贏過遠親！」確實毋會差，俚生活當中，盡多

事情無辦法單人獨馬去完成，需要隔壁鄰舍來𢯭手，故所，歇在上

家下屋1會相照顧个社區，係盡幸福个。 

歇在吾上家个人，大人細子都盡良善，對人盡好。該做阿婆儕，

堵著熟事人都係開容笑面个相借問，看著生份人，乜會同佢頷頭，

打招呼！佢兩公婆，無論莊肚麼人屋下做好事、也係歪事，無就廟

項做鬧熱，都會義務踏過去𢯭手，對上鄰下舍乜當親切，當有人緣，

大家都盡好同佢兜打嘴鼓。厥倈仔、心臼盡賢孝，畜个細人仔，講

話低言細語，當有禮貌，盡知人我、知上下，分大家盡阿𧩣！ 

歇在吾屋下對面个阿伯婆盡煞猛種菜，逐日臨暗仔都會去菜園

淋菜，佢講，自家菜園種个菜無農藥，又盡萋，食起來較安心！故

所，逐擺有收成，都會送菜分𠊎兜煮來食。 

斜對面个阿伯公盡樂天，生活態度係「手痛好過家，腳痛好繡

花。」輒常會看著佢在禾埕項，坐到矮凳頂鋸弦仔、唱山歌，人聽

                                                       
1 上家下屋：音 song gaˊ haˊ vugˋ；鄰居。 

著感覺盡爽快，無愁無慮！下把仔，𠊎乜會跈等吾公過家去厥屋下

泡茶、尞涼，聽佢兜講古，感覺著盡生趣，分𠊎體會著「敬老得福，

敬禾得穀」个道理。 

毋過，歇在吾下屋个人，煩惱過多！兩個倈仔盡毋聽教、毋像

人，兩兄弟歸日仔吵吵鬧鬧，冤家羅債，惡擎擎仔，還長透相打泌

背。做爺哀个講無兩句，佢兜就頸偏偏仔、眼豺豺仔，像愛食忒人

樣仔，連厥爸、厥姆都毋敢管教，輒常譴到胲滿肚飽，正經係「敢

死，閻羅王都驚。」毋單淨影響著莊肚个安寧，大家乜心寒膽顫，

堵著恁樣个鄰舍，實在愛有相當个量度。 

除忒該家人，吾个隔壁鄰舍大體都會互相照顧，放尞日出門，

乜會𢯭手掌屋。逐禮拜六朝晨頭，還做得看著當多義工阿伯摎伯

姆，擎等祛把摎畚斗，在該掃大路、拚垃圾、清水溝！表現出大家

團結合作、愛護社區个精神！若係莊肚辦活動，廟坪做大戲、打醮、

迎神做鬧熱个時節，大家會同心協力、互相幫忙鬥鬧熱。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四縣腔） 

編號 2 號 

【毋會烏忒个一葩火】黃碧清原作 

逐儕人心肚就有一盞光光个燈火，𠊎乜有一盞燈火歇在心肝

頭，這葩跈𠊎既經當多年个燈火，緊來緊光。 

小學畢業該年，家鄉還吂有國中，故所學區分到「三義國中」。

對莊項去三叉河淨有新竹客運个巴士，一日往復三枋；三叉轉新雞

隆尾枋車係臨暗仔五點邊仔。該時節个路無打馬膠，見堵著落雨，

準講淨雨毛仔，車坊就停駛。上下課時無赴著車枋，就愛用行路去

學校抑係轉屋。一轉路少講乜愛三點零鐘，實在有罅遠。記得正開

學三隻零月，有一日，因爭英文課大家無認真，歸班仔留下來複習，

𠊎毋敢摎先生講愛赴車，戇戇噹噹跈大家共下到五點下課，煞煞三

步打兩步飛等去赴車，走到兩腳無貼地，行到氣凹凹仔2，到車頭時，

車仔早就走忒吔！人生路不熟，天色緊來緊暗，仰結煞正好？ 

堵好一枋往苗栗个車枋，煞煞上車到銅鑼盤車，轉到雞隆仔既

經七點零，天時早就斷烏。山路彎彎斡斡無電火，轉屋个路項暗疏

疏仔，風个細話仔摎狗吠聲攞等夜色陪𠊎慢慢仔行。一儕人孤孤栖

栖行到強強就愛噭个時節，遠遠看著一點火光，影影熠熠，緊來緊

                                                       
2 氣凹凹仔：音 hi ngiabˋ ngiabˋ eˋ；有氣無力。 

兼，耳公脣接等聽著「阿清仔」，咦？恁熟个聲音！電火慢慢仔停

在吾面前，係阿爸！  

臨暗仔日頭漸漸沉落山背，妹仔仰還吂轉屋呢？阿爸愁慮到連

飯也無食，擎等手電仔就來車頭接厥滿女仔。看著阿爸个當下，含

等个目汁，濛忒目珠，看路就毋著，𠊎當感心細細聲講：「阿爸，

恁仔細！」阿爸擎等手電仔恬恬在吾屎背尾陪等慢慢行，轉到屋，

看著阿爸烏金色个面項淺淺个笑容，該係安心个笑容。屋家人平安

坐等共下食飯，幸福个味緒醹到化毋開！ 

自𠊎知人我以來，阿爸罕得笑，還細時看著會驚，到𠊎畢業在

外背食頭路、結婚做哀，漸漸仔感覺著爺哀惜子个心。在外國食頭

路該幾年，思念陪等𠊎在異鄉个逐隻黃昏暗夜。愐著阿爸參加吾个

畢業典禮，放下山事往回三點鐘路程來參加家長會，借自行車載𠊎

去分先生看。阿爸个愛一點一滴填淰思念个心，阿爸个叮嚀像天頂

一𥍉一𥍉个星仔點光吾人生路。阿爸來接𠊎个這葩手電火，陪等𠊎

行過礫礫矻矻3，行正每一步腳。這葩思念个燈火，在吾心肝肚緊來

緊光，一葩毋會烏忒个光明燈。 

 

 

 

                                                       
3 礫礫矻矻：音 lid lid kid kid；形容突出不平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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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號 

【阿爸个自行車】鄒瑞梅原作 

阿爸个雜貨店，開在莊仔頭，店項不時放一臺烏疏烏疏个自行

車。 

阿爸个雜貨店細細間仔，看起來毋係異打眼，毋過，賣當多東

西，樵、米、油、鹽、醬、醋、茶項項有，茶箍、面盆、掃把也不

少，還有細人仔好食个零嗒，店面細罔細，日常用品五色齊全。店

前亭仔下也無打爽，堵好分阿姆展好手藝，熱天賣透心涼个仙草

冰，寒天賣燒熝熝仔个豆腐花。人客歸日啁啁滾，長透有老主顧尖

尖在店肚看電視、打嘴鼓。無論麼个雞毛蒜皮大大細細个事情，大

家就在店項講到落力噴天，像係細叔婆做生日、王屋嫁妹仔、阿德

伯討心臼，上家下屋麼儕愛蒔田割禾，這兜消息，阿爸總係盡先得

知；久吔，阿爸嗄變做莊頭个報訊馬仔。 

歸莊頭講起來，阿爸一等煞猛，無論係發風落雨，抑係日頭烈

烈，長年透天都無放尞，逐日開店門做生理。店項有欠麼个雜貨，

黏時騎等自行車去街項補貨，阿爸從來就無怨嘆過一句，為著一家

老嫩大細个食著，日日做到兩頭烏。阿爸輒輒同𠊎講：「做人愛碌，

做牛愛犁。」 

成下仔，阿姆屋下事做閒，就會來店項𢯭手，換阿爸去眠一下

仔當晝。阿爸一等惜𠊎，毋盼得去睡當晝，落雨天，就在店項教𠊎

讀書寫字；好天个時節，就會載等𠊎出去滿哪仔尞。𠊎最好坐在阿

爸个自行車貨載仔項，鼻等阿爸流汗个味緒，唱等阿爸教𠊎唱个山

歌，阿爸乜會教𠊎唸童謠：「阿啾箭，尾鉈鉈，無爺無哀跈叔婆，

叔婆呢？掌牛哩！牛呢？賣忒哩！錢呢？討餔娘哩！餔娘呢？走

忒哩！」倆子爺一條唱煞再過唱一條，歡歡喜喜，沿路唱山歌、打

嘴鼓，當暢樂！上崎，阿爸大力箭等自行車，汗流脈落；下崎，一

路溜等下，相思樹頂个阿啾箭、草埔个揚蝶仔、水脣个揚尾仔、田

竇肚个細𧊅仔乜跈等𠊎共下唱山歌。 

烏疏烏疏个自行車，載等一家人个希望，一步一步个腳踏聲，

聲聲堅定。有時，載等一包一包个赤砂；有時，載等一袋一袋个粗

鹽；下把仔，還會載等一個毋知頭天个細人仔，所有个希望總係寄

放在該四四角角个貨載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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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號 

【漏汊汊个穿鑿屋】曾秋梅原作 

「阿婆，阿婆，你仰拿等看毋真个老照片在啄目睡呢？」阿婆

聽著孫仔个聲音，眤一下目珠擘嘴講：「頭到在拖仔項看著這一張

相片，𠊎愐著頭擺，愐啊愐吔嗄睡忒哩！阿婆講古分你聽，好無？」

「好好好，𠊎最好聽阿婆講古！」 

𠊎還細妹仔時節屋下盡苦，歇个屋仔都係茅寮屋。簡簡單單幾

間仔，恁多姊妹尖共下，睡目轉側都毋得。落雨个時節，地泥濫粑

漬灂4，外背大落裡背細落，間肚仔一哪仔都愛拿面盆去承水，無就

拿水衣布仔去弇東西。係發風搓个時節，歸家人就愁屋頂會分風掀

忒。屋頂係掀忒，𠊎兜恁多姊妹就衰過吔哪！衫褲通概濕溚溚仔，

樵草乜濕濕，無法度起火，就無法度煮食，歸家人就愛餓肚屎。   

茅寮屋有兜人講穿鑿屋，都係用竹仔做屋身、做樑，竹仔愛用

較老个正較砸、較耐。竹仔同竹仔之間無用釘仔，全部鑿空穿過再

用竹仔剖篾來䌈畀固定。過用塘盎泥加沙仔再放兜仔牛屎，牽牛上

去用腳去蹬去浞5，等到浞合以後再同這兜材料膏上去粉平，面項再

                                                       
4 濫粑漬灂：音 lam baˊ jid jiog；非常泥淖。 
5 浞：音 jiog；用腳在水或泥濘中踩、踏。 

粉石灰，恁仔白白看起來較光生6。 

屋頂係茅仔、稈、沙蔗仔無就晒燥个甘蔗葉，放齊攤平以後再

用竹篾仔去合，一層一層重上去个。屋頂每年都愛重一擺，係無見

擺落雨時節就會漏汊汊仔。 

該央時，細妹仔大部分都無好去學堂讀書，愛在屋下𢯭做事，

撿樵草、摶草結、炆汁餵豬仔，又還愛照顧老弟老妹、煮三餐，無

一時閒。係堵著愛重屋頂，𠊎愛去河壩个甘蔗園擘甘蔗葉轉來重

屋。該下擘蔗葉係違法个，分人捉著會捉去衙門，大家人都盡驚。

頭擺人講：「敢去就有一擔樵，毋敢去就屋下愁。」為著愛涼爽个

屋仔來歇，囓牙乜愛去，人講「時到時擔當，無米正來煮番薯湯。」 

下後，𠊎嫁分若公，歇个屋仔比吾妹家有較好一息仔，這張相

片个土磚屋就係𠊎兜頭擺个屋仔。土磚屋蓋个係瓦，無像穿鑿屋恁

麻煩，毋使年年重屋頂，落雨乜毋驚會漏雨。 

人講：「省食有好存，省著有好囤。」𠊎同若公煞猛打拚、省

省儆儆，省著一息仔錢，起過磚仔屋來歇。又講：「食毋窮、著毋

窮，毋會打算一世窮。」下二擺你愛認真讀書，做人愛正當，絕對

毋好去學壞唷！ 

聽吔阿婆講个古，正知做麼个阿婆這毋盼得食、該毋盼得買，

恁省儉个原因哩。 

                                                       
6 光生：音 gongˊ sangˊ；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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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號 

【爺哀行過个路】江昀原作 

該日，特別行一轉家鄉个大路，對山頂溜下來，過一板橋，這

板橋毋知分大水打忒幾多擺，頭擺用枋仔探，當遽就歿7忒，下後用

紅毛泥又乜分大水打壞忒，整好又壞，壞忒又整。該下，橋過來係

一條黃泥石粒个大路，想著頭擺阿爸打赤腳對山頂㧡歸百斤个火

炭，行這條路个身胚仔，天時翕熱、汗流脈落，摎阿爸矺到腰拑背

吊。阿姆腳短短人矮細，佢係歸伙房盡會做个婦人家，阿姆當年在

這條大路㧡等茶米、香茅油、油鹽該兜重鈂鈂个擔頭，用青春換來

一屋下大細个燒暖。  

今晡日，看著恁大條个路，鋪馬膠整到平平平，大車細車密密

過，了肖个拖拉庫運轉手，難得看著偏僻个山路有人行，風8喇

叭「叭叭叭」大嫲聲，頭磬磬專心行路个人會著驚，嚇到愛轉去收

驚。  

擔硬个爺哀、祖公戴到這偏僻个大山頂，無月給好領，絡食當

困難，單淨有一細垤茶園好耕定定。緊工時節換工又乜賺飯食定

                                                       
7 歿忒：音 mudˋ tedˋ；腐爛掉。 
8 風：音mag mag fungˊ；突如其來的樣子 

定，無錢好轉屋，青菜、番薯自家種，無米又無田，糴米油鹽項項

愛現金；阿姆畜著幾隻雞仔，乜愛㧡下山，過河壩，行過這條黃泥

石粒路，擔竿一頭兩隻雞仔，路頭又遠，辛苦喔！行點過鐘正會到

街項，重鈂鈂仔9又緊奮个雞仔，實在賣無兩點錢，跈等就愛糴米買

油鹽㧡轉山頂，圓身又無半銑錢，畜正成年大个雞仔，換無幾斗米，

煲番薯攞飯个日仔又乜恁樣過，歇到大山背个人，正經苦到屙痢肚。 

跈等大路緊行，行幾下公里，無堵著半儕人，衰過个爺哀，該

央時寒天冷颼颼10，熱天像扐11火囪，算來係仰般耐過來，畜大一陣

比粽擐還較大擐个子女？  

好得爺哀想較長，為著子女个前途，幾十年前煞煞賣忒山仔，

舊屋無價準搭秤頭送，正搬到都市歇，分𠊎兜受教育，毋使再過㧡

擔蹶山做苦事。毋過今晡日日頭還烈哪，晒到歸隻人會燥忒去，還

行毋得到街項，歸路仔有田坵、竹園，就係無半間屋，連一坎店仔

就無，行到兩隻腳會斷忒，還看毋著有人屋，仰結煞正好哪！這條

大路仰會恁長！請問天公伯，這條路敢做得透到臺北？ 

 

 

                                                       
9 重鈂鈂仔：音 cungˊ demˇ demˇ eˋ；沉重的樣子。 
10 冷颼颼：音 langˊ xiuˇ xiuˇ；冷風徹骨的樣子。 
11 扐：音 led；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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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號 

【漚雨】張美容原作 

恁久來，逐暗晡个落雨聲，總係像躁光12个細人仔，在𠊎半睡

半醒个夢中，噦噦嘶嘶13、串上串下，無一夜有好恬靜恬靜睡目。

想起頭擺人聽著雨打芭蕉个聲音，心肝肚就愁愁慮慮，𠊎這下還聽

著水打在水篷14頂，叮叮咚咚、淅淅錫錫个聲音，吵到人日夜煩躁、

食睡毋安，比較起來，𠊎還係較羨慕古人。 

夜夜落雨就算吔，連日時頭天一光擘開目珠，就看著滿天个烏

烏暗暗，聽著个本本係博人惱个水聲，心情跈等就慍悴起來。在這

又溼又冷个天時出門上班、上學，一路塞車，為著赴時間，大家就

少忒耐心，「叭！叭！叭！」个喇叭聲響無停，弄上弄下15个奧多拜，

危危險險，一下無細義，還會分路過个車仔洩到一身泥漿水。天時

毋好，心情跈等毋好，大家完全失忒好天時个平靜摎忍讓。 

雨漚無停，𠊎心肚盡痛个係原本屋前、屋後開到鬧鬧16、靚靚

个玫瑰、海棠、櫻花，分水涿到溚溚跌17，實在還打爽。毋過，最

                                                       
12 躁光：音 cau gongˊ；活潑好動。 
13 噦噦嘶嘶：音 veˋ veˋ seˊ seˊ；大聲嘶喊。 
14 水篷：音 suiˋ pungˇ；遮雨的棚子。 
15 弄上弄下：音 nung songˊ nung haˊ；鑽上鑽下。 
16 開到鬧鬧：音 koiˊ do nau nau；開得很繽紛的樣子。 
17 溚溚跌：音 dab dab diedˋ；紛紛掉落。 

難為个還係婦人家，因為漚雨，衫晾到無位仔好晾，一屋溼溼溚溚，

拚掃也毋方便，細人仔日日關在屋下，拐就拐毋核18，實在辛苦。

老人家本來在冷天時做得出去晒晒日頭、打打嘴鼓，這下因為漚

雨，僅可坐在屋下啄目睡，乜當毋慣。盡得人畏个還係菜錢，青菜

因為漚水綿忒，動啊著就起幾下倍，水果乜係貴參參仔19，買毋落

手。生理人也怨怪，冷颼颼个落雨天，打狗就毋出門，生理難做啊！

逐儕就想：「這雨到底愛漚到幾時，好停哩！」 

有一日，本本係落雨天，𠊎擎等遮仔、跔等頸筋出門，看一眼

滿地个落花，心情就像這天時恁毋好。無想著火車經過莊下時，一

片青溜溜个田，餳著𠊎个眼光，蒔落去無幾久个秧仔，隻隻精神百

倍，臥等頭享受雨水个滋潤，一陣風吹來，個個在水中歡喜跳等芭

蕾。看著這光景，𠊎正分醒20，天下事總有兩面，有利就有弊、有

得就有失、有圓就有缺，毋好總係用自家个立場來看萬事萬物。 

「漚雨漚到人就會生菇囉！」儕儕堵著就恁樣喊。毋過，𠊎這

下學會轉換𠊎个心情，利用漚雨清閒个時節，恬下心來，放慢腳步，

用音樂、書本摎咖啡、清茶來配合雨水个節奏，也學會打開心胸，

接受落花變做春泥護花个多情、還學會欣賞落雨天種種个詩情畫

意。 

 

 

                                                       
18 拐毋核：音 guaiˋ mˇ hed；拐騙不住。 
19 貴參參仔：音 gui semˊ semˊ eˋ；昂貴的樣子。 
20 分醒：音 funˊ xiangˋ；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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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春】邱一帆原作 

新春時節，帶等輕鬆、歡喜个心情，跈等定定仔、毋使鬥緊21个

腳步，到外背去行行尞尞，看山看水、看樹看花、看世間靚靚个風

景同色目，這係「行春」，毋係「走春」。 

新春在南庄，路脣个櫻花一頭一頭開出靚靚个花，有个水紅，

有个啾紅，還有个暗紅，當像在該歡迎春天，乜當像在該歡迎來南

庄行尞个人客。每一頭櫻花樹、逐蕊櫻花就有無共樣个形投同色

彩，就像每一儕人，用無共樣个生命戲碼，表現自家。濛煙、涼風

相逐，雨水、日頭換位，展出把變个面容，春天多姿多采个本色。

遽遽，用慢慢仔个腳步，行春到南庄。 

南河同東河合水22个所在，就係中港溪个起頭。向南看去，虎

山著起綠色个衫，摎頭前櫻花个紅鬥搭，清清个流水唱出春天个歌

聲，還吂謝忒个娘花跳起青春个舞步，還有樹頂打到結結个橄欖，

在涼風中搖啊搖仔。這時節，坐在石䃗頭凳仔頂，目珠隨意遊覽青

山、流水、綠樹、紅花，所有彩色个、恬靜个、鬆爽个、歡喜个心

                                                       
21 鬥緊：音 deu ginˋ；趕緊。 
22 合水：音 gabˋ suiˋ；河流交匯。 

情，自然在自家个㪗氣、在自家个血脈裡肚緊流，漸漸仔流入腦膈

肚、行上心肝頭。這時節，留一份恬靜分自家，毋使去爭買老街屋

簷下个豬籠粄、乜毋使去搶買桂花巷个桂花釀，就恁樣鬆爽，看康

濟吊橋在空中散步，看天頂高个雲霞變換無共樣个身裝，乜做得目

珠眨起來，聽自家个心跳、聽自家个心情講話。 

行上海拔 735 公尺个昂天湖──一隻面向天頂个陂塘，還來毋

掣掀開神秘个面紗。圓舞場面項一大群个濛沙煙還在該打潑賴23，

就像細人仔樣逐就逐毋走，毋使吵毋使鬧，等到日頭出來，涼風吹

過，濛沙煙就走到尾瀉屎24。該係矮靈祭時節青青个草坪，月光晟

照，濛沙煙肚，賽夏族人著等傳統服裝、繫等臀鈴、擎等月光旗，

跈等祖靈祭歌，跳等蛇形樣仔个舞蹈。為著逐走雨水濛煙，帶轉月

光清風，姓朱个長老擎等鹿仔樹皮編出百步蛇樣个神鞭，在祭場中

央緊拂緊拂，這場景一齣一齣就在自家个目珠肚演出。再行入脣項

个賽夏文物館，坐到簡報室裡肚，你做得看著雷女下凡个故事，乜

做得了解矮靈祭典个由來……。 

戴在南庄个𠊎，心肝肚當確定，行春就愛定定仔行、定定仔看，

毋使走遠。  

 

 

                                                       
23 打潑賴：音 daˋ padˋ lai；不得所願，而哭鬧。 
24 尾瀉屎：音miˊ xia siiˋ；形容跑得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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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興个望想】劉玉蕉原作 

冬節吂到，像刀仔樣个冷風就一路劈來哩，冷颼颼个風，對阿

興个衫領、衫袖鑽往入，在圓身吔一輪，正對肚臍下个開口溜出

來。阿興牙根齧等，礫礫矻矻个雞嫲皮，挲毋平，勻勻鋪歸身，就

同該正挷忒毛个雞皮共樣。還寒哦！交風25个面頰卵緪繃繃仔26，因

致牙根出力，分該原旦就歪一片个闊嘴，這下看起來越勢27歪竵，

還媸哦，鏡肚个自家，實在全全瞧毋得28！ 

寒囉囉个天時，尿又特別多，對位仔項蹶䟘起來，對阿興來講

係大工程，無異載力29个腳，瘸瘸个手，屎朏愛隨時準備等，蹶到

半爛燦，該手腳毋聽講，玄玄風斯會分佢頓到必析30哦。真無簡單

蹶䟘起來哩，「呼！」敨下氣，企畀在。驚分阿興撞著，共樣手腳

無異生活31个同學，這下逐個都閃遠遠，暫時分佢恁樣橫打直過。

徙步，過徙步，怪奇，明明𨃰到頭前，做麼个顛倒打卵退？新打个

                                                       
25 交風：音 kauˊ fungˊ；受風侵襲。 
26 緪繃繃仔：音 henˇ bang bang eˋ；繃得很緊。 
27 越勢：音 ied sii；更加。 
28 瞧毋得：音 jiau mˇ dedˋ；糟透了、不能看。 
29 載力：音 zoi lid；承受力量。 
30 必析：音 bidˋ sagˋ；裂開。 
31 生活：音 senˊ fad；靈活。 

鐵鞋䌈在腳項，看起來有頭家个派頭，到徙步該下正知，唉，還重

喔！ 

食飯係盡歡喜个事情，打早就分交通車載出門个阿興，吂到半

晝，肚屎就嘰哩咕嚕打鼓仔哩，飯菜香對三樓衝上六樓來，仰會還

坐得核？簡簡單單个入袋手工，分胃腸一搣，十五隻放一堆，較算

都毋著，較點都毋清，張袋仔个志工阿姨頭緊拂，「阿興哪，又毋

著哩喲！」唉，堵著食這件事情，肚屎一枵頭那就暈，毋單淨手腳

無力，連頭那肚个東西都作怪哦！歸班仔七、八儕人坐一張桌，先

生摎飯同菜張入阿興个大碗公肚，上背還過放一垤烰个豬排，「做

得食哩，等下𠊎正同你剪較細垤兜仔。」先生講。抓著湯匙，插落

碗公肚，半口都吂吞著，就搣到歸桌仔咧，幾下到碗公還險險跌落

桌下，將就用頭那角等32碗公，阿姆哀，愛食佢都難哦，該載志工

阿姨遽遽過來𢯭手，三、四十歲吔，㘔恁大人33還愛人𢯭飼，講起

來還見笑！ 

「阿興，這恁久行路有較進步哦，較拚兜仔，手腳有生活，就

做得去庇護工廠做事，加賺兜錢好討餔娘哦！」聽著這兜話，阿興

嘴角翹往上，目神肚，有歡喜，有盼望，正常个人生，在厥心肝肚，

千轉百轉，複習了又複習，毋知幾多萬萬遍吔，佢乜想愛身邊有人，

乜想愛有屬於自家个家庭，這兜敢係妄想？哪日正會實現？單純个

阿興，無怨嘆，滿滿个想望，日日期待，總有一日會做下實現。 

                                                       
32 角等：音 gogˋ denˋ；頂著圈住。 
33 㘔恁大人仔：音 saiˊ anˋ tai nginˇ eˋ；猶如國語的活那麼大把歲數，粗魯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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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粄仔34】陳志寧原作 

恁久毋知起麼个性？朝晨頭䟘床就想食水粄仔！ 

還細歇在姐婆屋下，每日臨天光就分舅姆喊䟘床，去廳下拜阿

公婆，再入灶下跈等佢共下做粄仔。舅姆蒸水粄仔賣，𢯭手顧一家

人个食著。天吂光，灶下就𠊎兩個人，事頭對一個細人仔來講有較

辛苦兜仔，但係等舅姆做好粄仔，有兩碗水粄仔做得食朝，論起來

也係幸福个生活。 

這下自家成家吔，上班个人堵著放尞日，有目好睡輒常睡到日

頭晒屎朏，等行到市場愛來買水粄仔，就淨看著空空个攤仔，通盤

賣淨淨伸半息都無。想愛食又早早䟘毋得床，仰結煞就好？愐啊

愐！就自家來學做正著。 

決定自家動手學做就愛認真，對網路肚尋資料參考，問阿姆佢

兜有經驗个人。一步一步將買來个在來米粉加水摝好，倒入碗肚，

再放在電鍋仔蒸。蒸粄仔个時節，做得來炒香料，等到香料炒好水

粄仔乜差毋多蒸好吔！ 

頭一擺蒸好个水粄仔，頂項水水35、底下硬硬。做得食，但係

                                                       
34 水粄仔：音 suiˋ banˋ eˋ；用小碗盛粄漿蒸而成的粄，與碗面平，中稍凹，剛好容納
佐料，有甜，也有鹹。南部稱為「碗仔粄」。 

35 水水：音 suiˋ suiˋ；水分過多的樣子，本文指如漿糊狀，無法凝固的狀態。 

口感毋好。去請教阿姆佢兜，得著个結果係在蒸水粄仔該下，久久

仔愛摝幾下米漿水，該米漿正毋會停腳36，造成底下硬硬、頂項水

水个情況。經過阿姆佢兜提醒，再愐起還細看賣水粄个舅姆蒸水粄

仔，佢正式會打開籠床37蓋，再用筷仔同每一碗摝過正繼續蒸。該

下還細，對當多事情都毋會去多愐，就無去了解做麼个舅姆會恁仔

來蒸水粄仔，這下了解事情个原因，做得學著一擺寶貴个經驗！ 

知得失敗个原因，𠊎就興嘟嘟仔38仔再做加一擺。這下知在哪

個過程愛注意麼个，定定仔莫恁鬥緊个，該39愛摝過个米漿水就一

碗一碗摝過，該愛蒸幾久个時間就蒸幾久，這兜過程半息都拖皮40毋

得。最落尾41蒸出來个水粄仔食起來分阿姆佢兜說得，這下正式成

功吔！下二擺愛食水粄仔毋使再早早䟘床去市場赴人家个時間，又

合有好享受自家好食个美食吔！ 

阿姆佢兜看著𠊎學做水粄仔，㖸到喊毋敢，緊問做麼个愛恁麻

煩？𠊎應佢兜講，其實食等水粄仔个時節，𠊎總係會愐起還細歇在

阿婆屋下，每日臨天光該下，跈等舅姆在灶下做水粄仔，等𠊎食過

朝，佢𢱤蒸好个粄仔出去賣。該下年紀細，又無好跈在爺哀个身邊，

但係還有人來惜。這下自家做得照顧自家，食等自家做个粄仔，愐

起頭擺，這水粄仔仰會恁香入心肚？ 

                                                       
36 停腳：音 tinˇ giogˋ；沉澱。 
37 籠床：音 lungˇ congˇ；蒸籠。 
38 興嘟嘟仔：音 him du du eˋ；興沖沖的。 
39 該：音 goiˊ；應當。 
40 拖皮：音 toˊ piˇ；耍賴、賴皮。 
41 最落尾：音 zui labˋ miˊ；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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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閣】林伯殷原作 

記得𠊎差毋多愛考高中進前，阿姆有交代𠊎，除忒愛煞猛讀書

以外，自家定著還愛尋時間去芎林文林閣拜文昌爺。因為爺哀上班

無閒好同𠊎共下去，𠊎就尋一日，騎等自行車去街路湊國中同學，

兩儕擐等金香共下去拜。該央時就係照等爺哀講个話來做定定，毋

會想恁多，等到自家做人爺哀，帶等細人仔去拜文昌爺个時節，正

了解麼个安到「盡人事，知天命」。原來阿姆喊𠊎煞猛讀書就係先

盡人事，讀好自家愛讀个書，伸著个正係命，正愛看自家有福氣無？

拜文昌爺就係祈求自家堵著困難个時節毋會礱礱舂舂42，做得順利

考著高分，通過門關。 

看著恁多人來拜文昌爺，就知讀書同通過考試係人生个大事

情。逐年，臨將到高中、大學入學考試个時節，有兜學校盡工夫，

校長、主任摎先生會帶等全部參加考試學生仔个准考證，還有包

仔、粽仔來拜文昌爺，拜好轉去再過發分學生仔，希望經過文昌爺

个保祐，大家做得「包中」自家想愛讀个學校。有兜在外莊戴个鄉

                                                       
42 礱礱舂舂：音 lungˇ lungˇ zungˊ zungˊ；莽莽撞撞。 

親，到考試前，乜會䟓䟓43帶等細人仔轉來芎林拜文昌爺，在廟肚，

輒常會看著歸屋下人共下擎等香誠心誠意在該許願，大家總係希望

文昌爺做得保祐參加考試个親人，有加兜金榜題名个機會。 

一行入文林閣肚，就會看著兩片脣項个壁面貼淰榜單，廊仔下

乜吊等異多還願个龍燈，試著當像有盡多前輩在該鼓勵自家樣仔，

分大家較有信心來面對將來个挑戰。文林閣最早係先生講學个位

所，背後，撥出廟後个所在來設立芎林國小，分莊頭个細人仔有地

方來好好讀書，又再過創設獎學金來獎勵清寒个學生仔。對當初設

立到今百過年來，文林閣在實際上同精神上，毋知嘉惠吔幾多讀書

人。 

在臺灣，主祀文昌爺个文昌廟無幾多間，芎林个先民有設立文

林閣个眼光，實在係對地方文化同後代教育个重視，大家來拜文昌

爺个時節，除忒求自家个功名以外，乜千萬毋好毋記得先民个苦

心！  

 

                                                       
43 䟓䟓：音 dangˊ dangˊ；特地。 



106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南四縣腔） 

編號 1號 

【𠊎个隔壁鄰舍】黃詩婷原作 

人講：「近鄰贏過遠親！」確實無毋著，𠊎等生活當中，盡多事

情無辦法單人獨馬去完成，需要隔壁鄰舍來手，故所，歇啊上家下

屋1會相照顧个社區，係盡幸福个。 

歇啊吾上家个人，大人細子都盡良善，對人盡好。該做阿婆个，

堵著熟事人都係開容笑面个相借問，看著毋熟識个，乜會同佢頷頭，

打招呼！佢兩公婆，無論莊項麼人屋下做好事、也係歪事，無就廟項

做鬧熱，都會義務踏過去手，對左鄰右舍乜蓋親切，蓋有人緣，大

家都盡好同佢等打嘴鼓。厥倈仔、心臼盡賢孝，畜个細人仔，講話細

聲細義，蓋有禮貌，盡知人我、知上下，分大家盡阿！ 

歇啊吾屋下對面个阿婆盡煞猛種菜，每日臨暗頭都會去菜園淋

菜，佢講，自家菜園種个菜無農藥，又盡萋，食起來過安心！故所，

每擺有收成，都會送菜分𠊎等煮來食。 

斜對面个阿公盡樂線，生活態度係「手痛好過家，腳痛好繡花。」

                                                       
1 上家下屋：音 song gaˊ haˊ vugˋ；鄰居。 

不時會看得2著佢在禾埕項，坐啊在矮凳仔項鋸弦仔、唱山歌，分人聽

著盡爽快，無愁無慮！下把仔，𠊎乜會跈等吾公過家去厥屋下泡茶、

尞涼，聽佢等講古，感著盡趣妙，分𠊎體會著「敬老得福，敬禾得穀」

个道理。 

毋過，歇啊吾下屋个人，煩惱過多！兩個倈仔盡毋聽教、毋像人，

兩兄弟歸日仔吵吵鬧鬧，吵事相罵，惡桀桀3仔，還長透相打相捶。做

爺哀个講無兩句，佢等就頸偏偏仔、眼鬥鬥仔，像愛食人樣仔，連厥

爸、厥姆都毋敢管教，不時譴到胲滿肚飽，正式係「敢死，閻羅王都

驚。」毋單淨影響著莊項个安寧，大家乜心寒膽顫。堵著恁呢个鄰舍，

實在愛有相當个度量。 

除核該家人，𠊎个隔壁鄰舍大體都會互相照顧，放尞日出去，乜

會手掌屋。每禮拜六朝晨頭，還看得著蓋多義工阿伯同伯姆，拿等

掃把同畚斗，在該掃大路、拚垃圾、清水溝！表現出大家團結合作、

愛護社區个精神！係講莊項辦活動，廟坪做大戲、打醮、迎神做鬧熱

个時節，大家會同心協力、互相手鬥鬧熱。 

 

 

                                                       
2 得，本音 dedˋ，含有「可以」、「能夠」的意思。在口語中，常因急讀而唸成 eˋ或 eˇ。 
3 惡桀桀仔 音 ogˋ kiad kiad eˇ；凶狠狠的樣子。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南四縣腔） 

編號 2 號 

【毋會熄核个一杷火】黃碧清原作 

每一個人心肝肚都有一盞光光个燈火，𠊎乜有一盞燈火歇在心

肝頭，這杷跈𠊎已經蓋多年个燈火，緊來緊光。 

小學畢業該年家鄉還毋曾有國中，故所學區分到「三義國中」。

莊頭去三叉河淨有新竹客運一日往復三枋，三叉轉新雞隆个尾枋車

係臨暗五點邊吔。該時節个路無打麻膠4，見堵著落雨，準講係落雨

毛仔，車枋就無駛吔，上下課時係無赴著車枋，就愛用行路去學校，

歸屋下乜共樣，一轉路最無乜愛三點零鐘，實在有罅遠。記得正開

學三個零月个有一日，因爭英文課大家無認真，歸班仔留下來複

習。𠊎毋敢同先生講愛赴車枋，戇戇吔跈大家共下留到五點下課，

搶快三步做兩步飛等去坐車仔，走到兩腳無揬地害𠊎氣凹凹吔5，到

車頭時車仔早就走核吔！人生路不熟，天色緊來緊暗，仰結煞正

好？ 

堵好一枋往苗栗个車枋，共快上車到銅鑼盤車，轉到雞隆仔已

經七點零，天時早就斷烏吔。山路彎彎斡斡無電火，歸屋下个路暗

                                                       
4 打麻膠：音 da ma gauˊ；柏油。 
5 氣凹凹吔：音 hi ngiabˋ ngiabˋ eˊ；有氣無力的樣子。 

疏疏吔，風幼幼个聲同狗吠聲攞等夜色陪𠊎慢慢仔行。一個人孤孤

栖栖行到差一息就愛噭个時節，遠遠看著一點光搖來搖去緊來緊

兼，耳公脣接等聽著「阿清仔」，咦？熟識个聲音！電火慢慢仔停

在𠊎面前，係阿爸！ 

話講臨暗日頭漸漸落山背，妹仔仰還毋曾歸屋呢？阿爸著急到

連飯也無食，拿等手電筒就來車頭接厥滿女仔。看著阿爸該下，含

等个目汁濛核目珠看路都毋著，𠊎蓋感心細細聲講：「阿爸，感謝

你！」阿爸拿等手電筒恬恬吔在吾屎背尾陪等慢慢仔行，歸到屋下

看著阿爸烏金烏金个面項淺淺个笑容，該係安心。屋下人平安坐等

共下食飯，幸福个味緒醹到化毋開！ 

自𠊎知人我以來，阿爸罕得㖸，還細時看著會驚，到𠊎畢業在

外背食頭路、結婚做哀仔，漸漸仔感覺著爺哀惜子个心情。在外國

食頭路該幾年，思念陪等𠊎在他鄉个每一個暗晡。愐著阿爸參加𠊎

个畢業典禮，放下山事來回三點鐘个路程來參加家長會，借自行車

載𠊎去分先生看。阿爸个愛一點一滴囥滿思念个心，阿爸个叮嚀像

天頂一𥍉一𥍉个星仔點光𠊎个人生路。阿爸來接𠊎个這杷電火，陪

等𠊎行過礫礫矻矻6，行正每一步腳。這杷思念个燈火，在吾心肝肚

裡背緊來緊光，一杷毋會熄核个明燈。 

 

                                                       
6 礫礫矻矻：音 lid lid kid kid；路面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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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號 

【阿爸个自行車】鄒瑞梅原作 

阿爸个雜貨店，開在莊頭，店項不時放一臺烏金烏金个自行

車。阿爸个雜貨店細細間吔，雖然看起來毋打眼，但係賣蓋多東西，

樵、米、油、鹽、醬、醋、茶項項有，番鹼、面盆仔、掃把也毋會

少，還有細人仔好食个零嗒。店面細罔細，簷頭項乜無打爽，阿姆

好手藝，熱天賣透心涼个仙人粄冰，寒天賣燒熝熝个豆腐花，人客

歸日啾啾滾，長透有老主顧尖揫在店項看電視、打嘴鼓，無論麼个

鼻屎樣仔大大細細个事情，大家都在店項講，像係細叔婆做生日、

王屋嫁妹仔、阿德伯討心臼，上屋下屋麼人愛蒔田割禾仔，阿爸第

先知，嗄變做莊頭个報鑼仔。 

歸莊頭講起來，阿爸一等煞猛，無論係發風落雨，也係日頭烈

烈，長年透天都無放尞日，每日開店門做生理。店項有少麼个雜貨，

就隨騎等自行車去街項補貨，阿爸從來就無怨嘆一句，為著一家老

嫩大細个溫飽，共樣日日做，阿爸輒輒同𠊎講：「做人愛碌，做牛

愛犁。」 

有時節，阿姆屋下事做閒吔就會來店項𢯭手，換阿爸去轉擺睡

當晝。阿爸一等惜𠊎，毋盼得去睡當晝，落雨天，就在店項教𠊎讀

書寫字；天時好，就會載等𠊎出去一哪仔尞。𠊎最好坐在阿爸自行

車个後盤項，鼻等阿爸流汗个味緒，唱等阿爸教𠊎唱个山歌，阿爸

乜會教𠊎唸童謠：「阿啾箭，尾鉈鉈，無爺無哀跈叔婆，叔婆呢？

掌牛吔！牛呢？賣核吔！錢呢？討姐仔吔！姐仔呢？走核吔！」倆

子爺一條唱煞再過唱一條，歡歡喜喜，一路唱山歌、打嘴鼓，蓋暢

樂！上崎个時節，阿爸出力箭等自行車，滿身大汗；下崎个時節，

一路溜啊下，相思樹頂个阿啾箭、草堆項个揚蝶仔、水脣个揚尾仔、

田坵肚个細𧊅仔乜跈等𠊎等共下唱山歌。 

烏金烏金个自行車，載等一家人个希望，一步一步个腳踏聲，

聲聲堅定。有時，載等一包一包个二砂；有時，載等一袋一袋个粗

鹽；有時，還會載等一個一個毋知頭天个細人仔，所有个希望總係

寄託在四四角角个後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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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號 

【漏汊汊个穿鑿屋】曾秋梅原作 

「阿婆，阿婆，你仰拿等看毋真个老相片在啄目睡呢？」阿婆

聽著孫仔个聲音，眤7一下目珠開嘴講：「頭到在拖箱仔項看著這一

張相片，分𠊎愐著老頭擺，愐啊愐吔嗄睡核吔！阿婆講古分你聽，

好無？」「好好好，𠊎最好聽阿婆講古！」 

𠊎還細妹仔時節屋下蓋苦，歇个屋仔都係茅寮屋。簡簡單單幾

間仔，恁多姊妹尖共下，睡目轉側都毋得。落雨个時節，地泥濫𣲩

濟㴶8，外背落大雨裡背落細雨，間肚吔一哪吔都愛拿面盆仔去承

水，抑係拿水衣布仔去弇東西。係準發風搓个時節，歸家人就愁屋

頂分風搓掀核。屋頂掀核个話，𠊎等恁多姊妹就衰過咧！衫褲總概

溼溚溚仔，樵杈乜溼溚溚仔，無法度起火，就無法度煮食，歸家人

就愛餓肚屎。   

茅寮屋有兜人講穿鑿屋，都係用竹仔做屋身、做樑，竹仔愛用

過老氣个正過砸過耐。竹仔同竹仔之間無用釘仔，全部鑿空穿過再

用竹仔剖篾皮來䌈畀固定。過同盎仔泥加沙仔再放兜仔牛屎分牛仔

                                                       
7 眤：音 ne；張開眼皮。 
8 濫𣲩濟㴶：音 lam baˊ jid jiog；非常泥淖。 

用腳去蹬去㴶9，等到㴶合吔以後再同這兜材料膏上去粉平，面項再

粉石灰，恁呢白白看起來過光生10。 

屋頂係茅仔、稈、沙蔗仔抑係甘蔗葉晒燥，放齊攤平以後再用

竹篾仔去合，一層一層重上去个。屋頂每年都愛重一擺，係無見擺

落雨時節就會漏汊汊仔。 

該當時細妹仔人大部分都做毋得去學堂讀書，愛在屋下𢯭做

事，撿樵杈、摶草結、炆汁餵豬仔，又還愛照顧老弟老妹、煮三餐，

無一時閒。係堵著愛重屋頂，𠊎愛去河壩个甘蔗園擘甘蔗葉歸來重

屋。該下擘蔗葉係違法个，分人捉著會扭去衙門仔，大家人都盡驚。

頭擺人講：「敢去就有一擔樵，毋敢去就屋下愁。」為著愛涼爽个

屋仔來歇，囓牙乜愛去，人講「時到時擔當，無米正來煮番薯湯。」 

𠊎後來嫁分若公，歇个屋仔比吾妹家有過好一息，這張相片个

土磚屋就係𠊎等頭擺个屋仔。土磚屋重个係瓦，無像穿鑿屋恁麻

煩，毋使年年重屋頂，落雨也毋驚會漏雨。 

人講：「省食有好存，省著有好囤。」𠊎同若公煞猛打拚、省

省儆儆，省著一息錢，起過磚仔屋來歇。又講：「食毋窮、著毋窮，

打算毋著一世窮。」下二擺你愛認真讀書，做人愛正當，絕對毋好

去學壞喲！ 

聽核阿婆講个古，正知做麼个阿婆這毋盼得食、該毋盼得買，

恁省儆个原因咧。 

                                                       
9 去蹬去㴶：音 hi demˋ hi jiog；用腳任意踩踏。 
10 光生：音 gongˊ sangˊ；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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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號 

【爺哀行過个路】江昀原作 

該日，特別行一轉家鄉个大路，對山頂溜下來，過一個橋仔，

這個橋仔毋知分大水打核幾多擺，頭擺用枋仔探11，蓋遽就殁核吔，

下後用紅毛泥又乜分大水打壞淨，整好又壞，壞核又整。該下，橋

過來係一條石泥路，想著頭擺阿爸打赤腳對山頂㧡歸百斤个火炭行

這條路个身影，天時翕熱、歸身大汗，同阿爸矺到腰拑背吊。阿姆

腳短短人細細仔，佢係歸伙房盡會做个婦人家，阿姆當時在這條大

路㧡等茶心、香茅油、油鹽該兜重鈂鈂个擔頭，用青春換來歸屋下

大細个燒暖。 

今晡日，看著恁大條个路，打麻膠12整啊平平平，大車細車密

密吔過，了少个拖拉庫運轉手，難得看著偏僻个山路有人行，𢫦𢫦

風喇叭「叭叭叭」大嫲聲，頭磬磬專心行路个人，會著驚嚇到愛歸

去收驚。 

擔硬个爺哀，阿公歇到這偏僻个大山頂，無月給好領，絡食蓋

困難，淨有一細塊茶園好耕吔，緊工時節換工又乜賺飯食吔，無錢

                                                       
11 探：音 tam；搭橋。 
12 打麻膠：音 da ma gauˊ；柏油。 

好歸屋，青菜、番薯自家種，無米又無田，糴米油鹽項項愛現金，

阿姆畜幾隻雞仔，乜愛㧡下山過河壩，行過這條石泥路，擔竿一頭

兩隻雞仔，路頭又遠，辛苦喔！行點過鐘正會到街項，重鈂鈂又緊

奮13个雞仔，實在賣無兩尖錢，跈等就愛糴米買油鹽㧡歸山頂，身

項又無半尖錢，正畜大个雞仔，換無幾斗米，煲番薯攞米个日仔又

乜恁呢過，歇在大山背个人，正經苦到屙痢肚。 

跈等大路緊行，行幾下公里，無堵著半個人，衰過个爺哀，該

當時寒天冷咻咻吔，熱天像扐火囪，算來仰仔耐過來，畜大一綱比

粽擐還過大擐个家庭？ 

好得爺哀想過遠，為著子女个前途，幾十年前煞煞賣核山，舊

屋無價準搭秤頭送，正搬到都市歇，分𠊎等受教育，毋使再過㧡擔

跋山做苦事。毋過今晡日日頭還烈哪，晒到歸個人會燥核咧，還行

毋得到街項，歸路仔有田坵、竹園，就係無半間屋，連一坎店仔都

無，行到兩隻腳會斷核，還看毋著有人家，仰結煞正好哪！這條大

路仰會恁長，請問天公爺，這條路敢做得透到臺北？ 

 

 

 

                                                       
13 緊奮：音 ginˋ binˋ；一直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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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號 

【浙浙濟濟14个雨】張美容原作 

恁久來，每暗晡个落雨聲，總係像躁光15个細人仔，在𠊎半睡

半醒个夢中，吆吆吼吼16、穿上穿下，無一暗晡有好恬靜恬靜睡目。

愐起頭擺人聽著雨打芭蕉个聲音，心肝就愁愁慮慮，𠊎這下還聽著

雨打在布篷項，叮叮咚咚、淅淅瀝瀝17个聲音，吵到人日夜煩躁、

食睡毋安，比較起來，𠊎還係過服頭擺人。  

夜夜落雨就算吔，每日天一光擘開目珠，看著个係烏暗烏暗个

天空，聽著个本本係得人惱个水聲，心情跈等就慍悴起來，在這又

溼又冷个天時出門上班、上課，一路塞車，為著赴時間，大家就少

核耐心，「叭！叭！叭！」个喇叭聲響無停，窿上窿下18个奧多拜，

危危險險，毋知頭天，還會分路過个車仔洩到一身。天氣毋好，心

情毋好，大家完全失核好天時个平靜同忍讓。  

     雨落無停，𠊎最毋盼得个係原本屋前、屋背開到鬧鬧19、靚靚

个玫瑰、海棠、櫻花，分雨涿到緊跌，實在打爽。毋過，最難為个

還係婦人家，因為雨落無停，衫晾到無哪好晾，歸屋仔溼溚溚吔，
                                                       
14 浙浙濟濟：音 zab zab ze ze；雨下不停。 
15 躁光：音 cau  gongˊ；活潑好動。 
16 吆吆吼吼：音 iu iu hoˇ hoˇ；大聲喊叫。 
17 淅淅瀝瀝：音 xi xi lid lid；下雨聲。 
18 窿上窿下：音 liungˊ songˊ liungˊ haˊ；鑽來鑽去。 
19 開到鬧鬧：音 koiˊ do nau nau；開得很繽紛的樣子。 

拚掃也毋方便，細人仔每日關到屋下，拐都拐毋核20，實在辛苦。

老人家本來在寒天時節做得出去晟日頭、打嘴鼓，這下因為雨落無

停，淨做得坐在屋下啄目睡，乜蓋毋慣。最得人畏个還係菜錢，青

菜因為浙浙濟濟落蓋久就歿核吔，動啊著21就起幾下倍，水果乜係

貴蔘蔘吔22，買毋落手。生理人也怨怪，冷颼颼吔个落雨天，打狗

仔都毋出門，生理壞做啊！大家都想：「這個雨到底愛落到哪久，

好恬吔！」  

有一日，共樣係落雨天，𠊎擎等遮仔、縮等頸筋出門，看一下

一地泥个落花，心情就像這天氣恁毋好。無想著火車經過鄉下个時

節，一片青溜溜个田，餳著𠊎个眼光，蒔下去無幾久个秧仔，頭頭

精神百倍，臥等頭享受雨水个滋潤，一陣風吹來，全部在水項歡喜

啊跳等芭蕾。看著這種景像，𠊎正分醒23，天下事總有兩面，有好

就有壞、有得就有失、有圓就有缺，毋好總係用自家个立場來看萬

事萬物。  

「這雨浙浙濟濟落到人都會生菇吔！」大家堵著都恁吔講。毋

過，𠊎這下學會轉換𠊎个心情，利用落雨清閒个時節，靜下心來，

腳步放畀慢，用音樂、書同咖啡、清茶來配合雨水个節奏，也學會

打開心胸，接受落花變做春泥護花个多情、還學會欣賞落雨天種種

个詩情畫意。 

 

                                                       
20 拐毋核：音 guaiˋ mˇ hed；哄不了。 
21 動啊著：音 tungˊ a doˋ；本意為一動到，引申為動不動。 
22 貴蔘蔘吔：音 gui semˊ semˊ eˊ；昂貴的樣子。 
23 分醒：音 funˊ xiangˋ；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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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號 

【行春】邱一帆原作 

新春時節，帶等輕鬆、歡喜个心情，跈等定定仔、毋使鬥緊24个

腳步，去外背行行尞尞啊！看山看水、看樹看花、看世間靚靚个風

景同色彩，這係「行春」，毋係「走春」。 

新春在南庄，路脣个櫻花一頭一頭開出靚靚个花，有个水紅，

有个啾紅，還有个暗紅，蓋像在該歡迎春天，乜蓋像在該歡迎來南

庄行尞个人客。每一頭櫻花樹、每一蕊櫻花都有無共樣个形款同色

彩，就像每一個人，用無共樣个生命戲齣，表現自家。濛煙、涼風

相逐，雨水、日頭換位，展出多變个面容，春天多姿多采个本色。

共快，用緩緩仔个步腳，行春到南庄。 

南河同東河合水 2个所在，就係中港溪个源頭。向南看去，虎

山著等綠色个衫，同頭前櫻花个紅蓋鬥搭，清清个流水唱出春天个

歌聲，還毋曾謝核个芒花跳起青春个舞步，還有樹頂打到結結个欖

仔，在涼風中搖啊搖吔。這時節，坐在石駁頭前个凳仔項，目金金

吔緊看青山、流水、綠樹、紅花，所有彩色个、恬靜个、鬆爽个、

歡喜个心情，自然在自家个㪗氣、血脈裡背緊流，漸漸仔流入頭那

                                                       
24 鬥緊：音 deu ginˋ；趕緊。 

裡背、行上心肝頭。這時節，留一份恬靜分自家，毋使去相爭買老

街屋簷下个豬籠粄、乜毋使搶等去買桂花巷个桂花釀，就係恁鬆

爽，看康濟吊橋在空中散步，看天頂高个雲霞變換無共樣个身裝，

乜做得目珠眨起來，聽自家个心跳、聽自家个心情講話。 

行上海拔 735 公尺个昂天湖──一隻面向天頂个陂塘，還來毋

掣掀開神秘个面紗。圓舞場面項一大群个濛沙煙還在該打潑賴25，

就像細人仔樣逐都逐毋走，毋使吵毋使鬧，等到日頭出來，涼風吹

過，濛沙煙就走到捋尾仔瀉26。該係矮靈祭時節青青个草坪，月光

晟著、濛沙煙肚，賽夏族人著等傳統服裝、繫等臀鈴、背等月光旗，

跈等祖靈祭歌，跳等蛇形樣仔个舞蹈。為著逐走雨水濛煙，帶轉月

光清風，姓朱个長老揢等鹿仔樹皮所編出百步蛇樣个神鞭，在祭場

中央緊拂緊拂，這場景一齣一齣就在自家个目珠項演出。再行入脣

口个賽夏文物館，坐啊簡報室裡肚，你做得看著雷女下凡个故事，

乜做得了解矮靈祭典个由來……。 

歇在南庄个𠊎，心肝肚蓋確定，行春就愛定定仔行、定定仔看，

毋使走遠。 

 

 

 

                                                       
25 打潑賴：音 daˋ padˋ lai；不得所願，而哭鬧。 
26 落尾仔瀉：音 lod miˊ eˋ xia；形容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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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 號 

【阿興个希望】劉玉蕉原作 

冬至毋曾到，像刀仔樣个冷風就一路劈來，冷颼颼个風，對阿

興个領仔、衫袖鑽一路入，在圓身吔一圈，跈肚臍下背个開口溜

出來，阿興齧緪牙根，礫礫矻矻个雞嫲皮，挲毋平，勻勻鋪啊歸圓

身，就同該正挷核毛个雞皮共樣。蓋寒人哦！堵風27个面頰緪繃繃

吔，因為牙根出力，分該原旦就獒一片个闊嘴，這下看起來越致28獒

竵29，還媸哦，鏡肚个自家，實在係愕琢料仔30！ 

寒囉囉个天時，尿又特別多，愛對位仔項跋起來，對阿興來講

係大工程，無力个腳，瘸瘸个手，屎朏愛隨時準備等，跋到半爛燦

該手腳毋聽講，𢫦𢫦風就會分佢頓啊必析31哦。真無簡單正跋䟘起

來吔，「呼！」敨下氣，企畀在，驚分阿興撞著，共樣手腳無法度

生活个同學，這下大家人都閃遠遠，暫時分佢恁呢橫打直過。徙步，

再徙步，怪耶哪，明明𨃰啊頭前，做麼顛倒縮轉來？新打个鐵鞋䌈

在腳項，看起來有頭家个派頭，到徙步該下正知，唉，還重喔！ 
                                                       
27 堵風：音 duˇ fungˊ；受風侵襲。 
28 越致：音 iad zii；更加。 
29 獒竵：音 ngauˇ feˋ；歪斜不正。 
30 愕琢料仔：音 ngogˋ dogˋ liau eˋ；糟透了。 
31 必析：音 bidˋ sagˋ；裂開。 

食飯係盡歡喜个事頭，打早就分交通車載出門个阿興，毋曾到

半晝，肚屎就嘰哩咕嚕打鼓仔咧，飯菜香對三樓衝上六樓來，心仰

安吔下來？簡簡單單个入袋手工，分胃腸一搣，十五隻放一堆，ㄤ

算都毋著，ㄤ點都毋清，入袋个志工阿姨頭緊拂，「阿興哪，又毋

著吔喲！」唉，堵著食這種事，一肚飢頭就慇，毋單淨手腳無力，

連頭那項个東西都作怪哦！歸班七、八個人坐一張桌，先生將飯同

菜裝入阿興个大碗公項，頂項再放一塊烰个豬排，「做得食吔，等

下𠊎正同你剪過細塊啊。」先生講。抓著調羹仔，插入碗公項，半

口都毋曾吞著，就搣啊歸桌吔，幾下下碗公還險險跌啊桌仔下背，

將就用頭那角穩32碗公，阿姆哀，愛食佢都難哦，該載志工阿姨共

快過來𢯭手，三、四十歲吔，食啊恁大人33還愛人𢯭飼，講起來有

罅見笑！ 

「阿興，這恁久行路有過進步哦，加油兜吔，手腳生靈吔34就

做得去庇護工廠做事，加賺兜錢好討姐仔哦！」聽著這兜話，阿興

嘴角翹啊上，目神裡肚，有歡喜，有盼望，正常个人生，在厥心肝

肚，千轉百轉35複習了又複習，毋知幾多萬遍吔，佢乜想愛身邊有

人，乜想愛有屬於自家个家庭，這兜敢係妄想？哪日正會實現？單

純个阿興，無怨嘆，滿滿个望想，日日期待，總有一日會做下實現。 

                                                       
32 角穩：音 gogˋ vunˋ；頂著圈住。 
33 食啊恁大人：音 siid a anˋ tai nginˇ；猶如華語的活那麼大把歲數，粗魯的說法。 
34 生靈吔：音 senˊ linˇ eˊ；靈活了。 
35 千轉百轉：音 qienˊ zonˋ bagˋ zonˋ；千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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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號 

【碗仔粄36】陳志寧原作 

恁久毋知起麼个癖？朝晨打早䟘床就想食碗仔粄！ 

還細歇在阿婆屋下，每日臨天光就分舅姆喊䟘床，去廳下唱核

喏，再入灶下跈等佢共下做粄仔。舅姆做碗仔粄賣，𢯭手顧一家人

个食著。天吂光，灶下就𠊎等兩個人，事頭對一個細人仔來講有過

辛苦兜吔，但係等舅姆做好粄仔，就有兩碗碗仔粄做得食朝，論起

來也係幸福个生活。 

這下自家成家吔，上班个人堵著放尞日，有目好睡輒常睡到日

頭晒屎朏，等行到菜市場愛來買碗仔粄，就淨看著空空个攤仔，聚

概賣淨淨伸半息都無。想愛食又無法度早早䟘床，仰結煞正好？愐

啊愐吔！將就自家來學做。 

決定自家動手學做就愛認真，對網路項尋資料參考，問阿姆佢

等有經驗个人。一步一步將買來个在來米粉加水摝好，倒入碗項，

再放入電鍋仔蒸。蒸粄仔个時節，做得來炒香料，等到香料炒好碗

仔粄乜差毋多蒸好咧！ 

頭一擺蒸个碗仔粄，頂項水水37、底下硬硬。做得食，但係口

                                                       
36 碗仔粄：音 vonˋ eˋ banˋ；一種以碗盛入在來米漿蒸製而成的食品，北部稱為「水粄
仔」。 

感毋好。去請教阿姆佢等，得著个結果係在蒸碗仔粄該下，久久吔

愛摝一下米漿水，該米漿正毋會停腳38，造成底下硬硬、頂項水水

个情況。經過阿姆佢等个提醒，再愐起還細看賣粄仔个舅姆蒸碗仔

粄，佢正式會打開籠床39蓋仔，再用筷仔同每一碗摝過正繼續蒸。

該下還細，對蓋多事情都毋會去愐恁多，就無去了解做麼个舅姆愛

恁呢蒸碗仔粄，這下了解事情个原因，做得學著一擺寶貴个經驗！ 

知得失敗个原因，𠊎就興撮撮吔40再做一擺。這下知啊在哪個

過程愛注意麼个，定定仔莫恁鬥緊，將該愛摝過个米漿水一碗一碗

摝過，該愛蒸幾久个時間就蒸幾久，這兜過程半息都拖皮41毋得。

最臨尾蒸出來个碗仔粄食起來分阿姆佢等說得，這下正式成功咧！

下二擺愛食碗仔粄毋使再早早䟘床去菜市場赴人家个時間，又搭有

好享受自家好食个美食吔！ 

阿姆佢等看著𠊎學做碗仔粄，㖸到喊毋敢，緊問做麼个愛恁麻

煩？𠊎應佢等講，其實食著碗仔粄个時節，𠊎總係會愐起還細歇在

阿婆屋下，每日臨天光該下，跈舅姆在灶下做碗仔粄，佢𢱤蒸好个

粄仔出去賣个情景。該下還細，又無好跈在爺哀个身邊，總係還有

人來惜。這下自家做得照顧自家，食等自家做个粄仔，愐起頭擺，

這碗仔粄仰會恁香，香到入心？ 

                                                                                                                                            
37 水水：音 suiˋ suiˋ；水分過多的樣子，本文指如漿糊狀，無法凝固的狀態。 
38 停腳：音 tinˇ giogˋ；沉澱。 
39 籠床：音 lungˇ congˇ；蒸籠。 
40 興撮撮吔：音 him cod cod eˊ；興沖沖的。 
41 拖皮：音 toˊ piˇ；耍賴、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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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 號 

【文林閣42】林伯殷原作 

記得𠊎差毋多愛考高中進前，阿姆有交代𠊎除核愛煞猛讀書

外，自家定著還愛尋時間去芎林文林閣拜文昌帝君。因為爺哀上班

無閒好同𠊎去，𠊎就尋一日騎等自行車去街仔項邀國中同學，兩個

人擐等43金香共下去唱喏。該當時就係照等爺哀講个話來做吔，毋

會想恁多，等到自家做人爺哀，帶等細人仔去拜文昌帝君个時節，

正了解麼个安到「盡人事，知天命」。原來阿姆喊𠊎煞猛讀書就係

先盡人事、讀好自家愛讀个書，伸著个正係命，正愛看自家有福氣

無？拜文昌帝君就係祈求自家堵著困難个時節毋會舂上舂下44，做

得順利考著高分。 

看著恁多人來拜文昌帝君，就知讀書同通過考試係人生个大

事。每年，會到高中、大學入學考試个時節，有兜學校盡工夫，校

長、主任同先生會帶等全部參加考試學生仔个准考證，加上包仔、

粽仔來拜文昌帝君，拜好歸去再過發分學生仔，希望經過文昌帝君

                                                       
42 文林閣：音 vunˇ limˇ gogˋ；指芎林文昌廟。 
43 擐等：音 kuan denˋ；拿著。 
44 舂上舂下：音 zungˊ songˊ zungˊ haˊ；慌慌張張。 

个保祐，大家做得「包中」自家想愛讀个學校。有兜在外莊歇个鄉

親，到考試進前，乜會䟓䟓45帶等細人仔歸來芎林拜文昌帝君，在

廟裡背，輒常會看著歸家人共下拿等香誠心誠意在該許願，大家總

係希望文昌帝君做得保祐參加考試个親人有金榜題名个機會。 

一行入文林閣裡背，就會看著兩片脣口个壁項貼滿上榜單，廊

仔下乜掛等蓋多還願个龍燈，感覺蓋像有盡多前輩在該鼓勵自家樣

仔，分大家過有信心來面對將來个挑戰。文林閣最早係先生講學个

地方，背尾，撥出廟後背个所在來設立芎林國小，分莊項个細人仔

有地方來好好啊讀書，又再過設獎學金來獎勵清寒个學生仔，對當

初設立到今百過年來，文林閣實際上同精神上，毋知嘉惠吔幾多讀

書人。 

在臺灣，主祀文昌帝君个文昌廟無幾多間，芎林个先民有設立

文林閣个眼光，實在係對地方文化同後代教育个重視，大家來拜文

昌廟个時節，除核求自家个功名以外，乜絕對毋好添放核先民个苦

心！ 

 

                                                       
45 䟓䟓：音 dangˊ dangˊ；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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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號 

【𠊎个隔壁鄰舍】黃詩婷原作 

人講：「近鄰贏過遠親！」確實毋會差，俚生活當中，盡多

事情無辦法單人獨馬去完成，需要隔壁鄰舍來𢯭手，所以，戴在上

家下屋1會相照顧个社區，係盡幸福个。 

戴在𠊎上屋个人，大人細子都盡良善，對人盡好。該做阿婆儕，

堵著熟事人都係開容笑面个相借問，看著生份人，乜會摎佢頷頭，

打招呼！佢兩公婆，無論莊肚麼人屋下做好事、也係歪事，無就廟

肚做鬧熱，都會義務踏過去𢯭手，對上鄰下舍乜當親切，當有人緣，

大家都盡好摎佢兜打嘴鼓。厥倈仔、心臼盡賢孝，畜个細人仔，講

話細聲細義，當有禮貌，盡知人我、知上下，分大家盡安𧩣！ 

戴在𠊎屋下對面个阿伯婆當煞猛種菜，逐日臨暗仔都會去菜園

淋菜，佢講，自家菜園種个菜無農藥，又當萋，食起來較安心！所

以，逐擺有收成，都會送菜分𠊎兜煮來食。 

斜對面个阿伯公盡樂天，生活態度係「手痛好過家，腳痛好繡

花。」輒常會看著佢在禾埕町2，坐到矮凳頂挨弦仔、唱山歌，分人

                                                       
1 上家下屋：音 shong+ gaˋ haˋ vug；鄰居。 
2 禾埕町：音 vo tang nenˋ；晒穀場裡。 

聽到盡爽快，無愁無慮！成時，𠊎乜會跈等𠊎公過家去佢屋下泡

茶、尞涼，聽佢兜講古，感覺著盡生趣，分𠊎體會著「敬老得福，

敬禾得穀」个道理。 

毋過，戴在𠊎下屋个人，煩惱忒多！兩個倈仔盡毋聽人講、毋

像人，兩兄弟歸日仔吵吵鬧鬧，冤家羅債，惡擎擎仔，還長透相打

泌背。做爺哀个講無兩句，佢兜就頸偏偏仔、目抌抌仔，像愛食人

樣，連厥爸、厥姆都毋敢管教，長下閼到胲滿肚飽，正經係「敢死，

閻羅王都驚。」毋單淨影響著莊肚个安寧，大家乜心寒膽顫，堵著

恁樣个鄰舍，實在愛有相當个度量。 

除忒該家人，𠊎个隔壁鄰舍大體都會互相照顧，放尞日出門，

乜會𢯭手掌屋。逐禮拜六朝晨頭，還看得著當多義工阿伯摎伯姆，

擎等祛把摎畚斗，在該掃大路、拚垃圾、清水溝！表現出大家團結

合作、愛護社區个精神！若係莊肚辦活動，廟坪做大戲、打醮、迎

神做鬧熱个時節，大家會同心協力、互相幫忙鬥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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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號 

【毋會烏忒个一葩火】黃碧清原作 

逐儕人心肚就有一盞光光个燈火，𠊎乜有一盞燈火囥在心肝

頭，這葩3跈𠊎既經當多年个燈火，緊來緊光。 

小學畢業該年家鄉還吂有國中，所以學區分到「三義國中」。

莊頭去三叉河斯有新竹客運一日往復三枋，三叉轉新雞隆个尾枋車

係臨暗仔五點邊。該時節个路無打馬膠4，見堵著落水，準講水毛仔

車枋就停駛，上下課時無赴著車枋，就愛用行路去學校抑係轉屋，

這一行少講乜愛三點零鐘，實在有罅遠。記得正開學三個零月時，

有一日，因為英文課大家無認真，歸班仔分先生留下來複習。𠊎毋

敢摎先生講愛赴車，戇戇噹噹5跈大家共下到五點下課，煞煞三步打

做兩步飛等去赴車，走到兩腳無搭地、行到氣凹凹 16，到車頭該時

車仔早就走忒咧！人生路不熟，天色緊來緊暗，仰結煞正好？ 

堵好有一枋往苗栗个車枋，煞煞上車到銅鑼盤車，轉到雞隆仔

既經七點零，天時早就斷烏咧。山路彎彎斡斡無電火，轉屋个路暗
                                                       
3 葩：音 paˋ；把。 
4 馬膠：音 ma ga；柏油。 
5 戇戇噹噹：音 ngongˇ ngongˇ dongˇ dongˇ；呆愚。 
6 氣凹凹：音 hiˇ ngiab ngiab；有氣無力。 

疏疏，風个細話仔摎狗吠聲摻等夜色陪𠊎慢慢行。一儕人孤孤栖栖

行到強強就愛噭出來个時節，遠遠看著一點光搖搖擺擺緊來緊兼，

耳空脣接等聽著「阿清仔」，咦？熟事个聲音！電火慢慢仔停在𠊎

个面前，係阿爸！  

話講臨暗仔日頭漸漸沉落山背，妹仔仰還吂轉屋呢？阿爸愁到

連飯也無食，擎等手電筒就來車頭接厥滿女。看到阿爸个當下，含

等目汁濛忒个目珠看路就毋著，𠊎當感心，細細聲講：「阿爸，承

蒙你！」阿爸擎等手電筒恬恬仔在𠊎後背陪等慢慢行，轉到屋，看

著阿爸烏金色个面町7淺淺个笑容，該係安心。屋下人平安坐等共下

食飯，幸福个味緒醹到化毋開！ 

自𠊎知人我來阿爸罕得笑，還細時看著會驚，到𠊎畢業在外背

食頭路、結婚做哀仔，漸漸感覺著爺哀惜子个心。在外國食頭路該

幾年，思念陪等𠊎在異鄉个逐隻黃昏、暗夜。愐著阿爸參加𠊎个畢

業典禮，放下山事往回三點鐘路程來參加家長會，借自行車載𠊎去

分先生看。阿爸个愛一點一滴填淰思念个心，阿爸个叮嚀像天頂一

𥍉一𥍉个星仔，點光𠊎个人生路。阿爸來接𠊎个這葩電火，陪等𠊎

行過礫礫矻矻 28，行正逐步腳。這葩思念个燈火，在𠊎心肝肚緊來

緊光，係一葩毋會烏忒个光明燈。 

                                                       
7 面町：音 mienˇ nenˋ；臉上。 
8 礫礫矻矻：音 lidˋ lidˋ kidˋ kidˋ；路面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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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號 

【阿爸个自行車】鄒瑞梅原作 

阿爸个雜貨店，開在莊頭，店頭常下放一臺烏䁯烏䁯9个自行車。 

阿爸个雜貨店細細間仔，雖然看起來毋打眼，但係賣當多東

西，柴米油鹽醬醋茶項項有，茶箍、面盆、掃把也不少，還有細人

仔好食个零嗒。店面細罔細，店亭下个位所也無打爽，阿姆好手藝，

熱天賣透心涼个仙草冰，冷天賣燒熝熝个豆腐花，人客歸日啁啁滾
10，長透有老主顧尖尖揫在店頭看電視、打嘴古，無論麼个大小事

情，大家就在店頭講，像係細叔婆做生日、王屋嫁妹仔、阿德伯討

心臼，上屋下屋麼儕愛蒔田割禾，阿爸第一先知，嗄變做莊頭个報

馬仔。 

歸莊頭講起來，阿爸一等煞猛，無論係發風落水，抑係日頭烈

烈11，長年透天都無放尞，逐日開店門做生理。店肚係有欠麼个雜

貨，就黏皮騎等自行車去街路補貨，阿爸從來就無怨嘆一句，為著

一家老嫩大細个溫飽，共樣日日做，阿爸輒輒摎𠊎講：「做人愛碌，

                                                       
9 烏䁯烏䁯：音 vuˋ him vuˋ him；淡黑色。 
10 啁啁滾：音 zioˇ zioˇ gunˊ；人聲吵雜。 
11 日頭烈烈：音 ngid teu lad lad；陽光熾熱。 

做牛愛犁。」 

成下，阿姆屋下事做閒咧，就會來店肚𢯭手，換阿爸去歇睏睡

當晝。阿爸一等惜𠊎，毋盼得去睡當晝。落水天，就在店肚教𠊎讀

書寫字；好天時，就會載等𠊎出去滿哪仔尞。𠊎最好坐在阿爸自行

車个後斗頂高，鼻等阿爸个汗酸味，唱等阿爸教𠊎唱个山歌，阿爸

乜會教𠊎念童謠：「阿啾箭，尾砣砣，無爺無哀跈叔婆，叔婆呢？

掌牛咧！牛呢？賣忒咧！錢呢？討餔娘咧！餔娘呢？走忒咧！」兩

子爺一條唱煞再過唱一條，歡歡喜喜，滿路唱山歌、打嘴古，當快

樂！上崎該時，阿爸大力箭等自行車，汗流脈落；下崎時節，一路

溜往下，香絲樹頂个阿啾箭、草埔肚个蝶仔、水脣个囊蚭仔、田竇

肚个細拐仔乜跈等𠊎共下唱山歌。 

烏䁯烏䁯个自行車，載等一家人个希望，一步一步个腳踏聲，

聲聲堅定。有時，載等一包一包个赤砂；有時，載等一袋一袋个粗

鹽；有時，還會載等一個一個毋知頭天个細人仔，所有个希望總係

寄託在自行車後背該四四角角个後斗町12。 
 
 

                                                       
12 後斗町：音 heu+ deuˊ nenˋ；後座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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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號 

【漏汊汊个穿鑿屋】曾秋梅原作 

「阿婆，阿婆，你仰拿等看毋真个老照片在該啄目睡呢？」阿

婆聽著孫仔个聲，惹一下目珠擘嘴講：「頭先在拖箱肚看著一張相

片，𠊎愐著頭擺，愐啊愐嗄睡忒咧！阿婆講古分你聽，好無？」 

「好好好，𠊎最好聽阿婆講古！」 

𠊎做細妹仔時節屋下當苦，戴个屋係茅寮屋。簡簡單單幾間，

恁多姊妹尖共下，睡目轉身都毋得。落水个時節，地泥濫膏漬灂13，

外背落大水，裡背落細水，間肚滿哪仔都愛拿面盆去承水，無斯拿

水衣布去弇東西。係發風搓个時節，歸家人就愁屋頂會分風搓掀

忒。係屋頂掀忒，𠊎兜恁多姊妹就衰過咧！衫褲一概濕溚溚，樵草

乜濕溚溚，無法度起火，就無法度煮食，歸家人就愛枵肚屎。 

茅寮屋有兜人講穿鑿屋，就係用竹仔做屋身、做樑，竹仔愛用

較老个正較砸較耐。竹仔摎竹仔之間無用釘仔，全部鑿空穿過去，

再過用竹仔剖篾皮來䌈分佢固定。過了用盎仔泥加沙仔，還愛放兜

牛屎分牛用腳去蹬去灂，等到灂合以後正摎這兜材料膏上去粉平，

面頂粉石灰，恁樣白白看起來較明亮。 

                                                       
13 濫膏漬灂：音 namˇ go zidˋ ziogˋ；非常泥淖。   

屋頂係茅仔、稈、沙蔗仔無斯甘蔗葉晒燥，放齊鋪平以後，再

過用竹篾去合，一層一層重疊上去个。屋頂逐年都愛重一擺，係無

見擺落水時節就會漏汊汊仔14。 

該量時細妹人大部分都做毋得去學堂讀書，愛在屋下𢯭做事，

撿樵草、縈草結、炆汁供豬，又還愛照顧老弟老妹、煮三餐，無一

時閒。係堵著愛重屋頂15，𠊎愛去河壩脣个甘蔗園擘甘蔗葉轉來重

屋。該下擘蔗葉係違法个，分人捉著會捉去衙門，大家都盡驚。頭

擺人講：「敢去就有一擔樵，毋敢去就屋下愁。」為著愛涼爽个屋

來戴，齧牙乜愛去，人講「時到時擔當，無米正來煮番薯湯。」 

𠊎後來嫁分若公，戴个屋比𠊎外家个有較好一息，這張相片个

泥磚屋就係𠊎兜頭擺戴个屋。泥磚屋弇个係瓦，無像穿鑿屋恁麻

煩，毋使年年重屋頂，落水也毋驚會漏水。 

人講：「省食有好存，省著有好囤。」𠊎摎若公煞猛打拚、省

省儆儆，省著一兜仔錢，起過磚仔屋來戴。又講：「食毋窮、著毋

窮，毋會打算一世窮。」下二擺你愛認真讀書，做人愛正當，絕對

毋好去學壞喲！ 

聽了阿婆講个古，正知做麼个阿婆這毋盼得食、該毋盼得買，

恁省儉个原因咧。 
 

                                                       
14 漏汊汊仔：音 leu+ caˇ caˇ er+；形容破洞多，漏得很厲害。 
15 重屋頂：音 chung vug dangˊ；換屋頂的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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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號 

【爺哀行過个路】江昀原作 

該日，特別行一到家鄉个大路，對山頂溜下來，過一條枋橋，

這枋橋毋知分大水打忒幾多擺，頭擺用枋仔探16，當遽就殁忒，下

後用紅毛泥又乜分大水打壞忒，整好又壞，壞忒又整。該下，橋過

來係一條黃泥石粒个大路，想著頭擺阿爸打赤腳對山頂㧡歸百斤个

火炭行這條路个身胚，天時翕熱、汗流脈落，摎阿爸矺到腰弇背吊
17。阿姆腳短短，人矮細，佢係歸伙房最會做个婦人家，阿姆當年

在這條大路㧡等茶米、香茅油、油鹽該兜重鈂鈂个擔頭，用青春換

來一屋大細个燒暖。 

今晡日，看著恁大條个路，鋪馬膠18整到平平平，大車細車密

密過，了少个拖拉庫運轉手，難得看著偏僻个山路有人行，沙鼻摝

天喇叭「叭叭叭」大嫲聲，頭闖闖19專心行路个人，會著驚，嚇到

愛轉去收驚。 

擔輸贏个爺哀，祖公戴在這偏僻个大山頂，無月給好領，絡食
                                                       
16 探：音 tam+；搭建。 
17 腰弇背吊：音 rhauˋ kiem boiˇ diauˇ；彎著腰站不直的樣子。 
18 馬膠：音 ma ga；柏油。 
19 頭闖闖：音 teu chimˇ chimˇ ；埋頭苦幹的樣子。 

當困難，斯單淨有一細垤茶園好耕定定，緊工時節換工又乜賺飯食

定定，無錢好轉屋。青菜、番薯自家種，無米又無田，糴米20油鹽

項項愛現金，阿姆畜幾隻雞仔，乜愛㧡下山，過河壩，行過這條黃

泥石粒路，擔竿一頭兩隻雞仔，路頭又遠，辛苦哦！行點過鐘正會

到街路，重鈂鈂又緊奮21个雞仔，實在賣無兩點錢，跈等就愛糴米

買油鹽㧡轉山頂，膴身22又無半銑錢，畜正成年大个雞仔，換無幾

斗米，煮番薯攞米个日仔又乜恁樣過，戴到大山背个人，正經苦到

屙痢肚。 

跈等大路緊行，行幾下公里，無堵著半個人，衰過个爺哀，該

量時冷天冷颼颼，熱天像炙火囪，算來係仰般耐過來23，畜大一陣

比粽擐還較大擐个家庭？ 

好得爺哀想較長，為著子女个前途，幾十年前煞煞摎山賣忒，

舊屋無價準搭秤頭送，正搬到都市戴，分𠊎兜受教育，毋使再過㧡

擔蹶山做苦事。毋過今晡日日頭還烈哪，晒到歸隻人會燥忒去，還

行毋得到街路，歸路有田、竹園，就係無半間屋，連一坎店就無，

行到兩隻腳會斷忒，還看毋著有人屋，仰結煞正好哪！這條大路仰

會恁長，請問天公伯，這條路敢做得透到臺北？ 

                                                       
20 糴米：音 tagˋ miˊ；買米。 
21 奮：音 binˊ；掙扎。 
22 膴身：音 vu shinˋ；身體。 
23 耐過來：音 ngai+ goˇ loi；支撐、承受。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海陸腔） 

編號 6 號 

【漚水】張美容原作 

   恁久以來，逐暗晡个落水聲，總係像躁光24个細人仔，在𠊎半

睡半醒个夢中，噦噦嘶嘶25、穿上穿下，無一暗有好恬靜恬靜睡目。

想起頭擺人聽著雨打芭蕉个聲音，心肝肚就愁慮心煩，𠊎這下還聽

著水打在水篷26頂，叮叮咚咚、淅淅錫錫27个聲，吵到人日夜煩躁、

食睡毋安，比較起來，𠊎還係較欽羨古人。 

   夜夜落水就算咧，逐日天一光惹開目珠28，看著个係暗疏疏个

天空，聽著个本本係博人惱个水聲，心情跈等就慍悴起來，在這又

溼又冷个天時出門上班、上學，一路塞車，為著赴時間，大家就少

忒耐心，「叭！叭！叭！」个喇叭聲響無停，弄上弄下个奧多拜，

危危險險，一下無細義，還會分路過个車仔洩到一身泥水。天氣毋

好，心情毋好，大家完全失忒好天時个平靜摎忍讓。 

   水漚無停，𠊎最心痛个係原本屋前、屋背開到鬧鬧、靚靚个玫

瑰、海棠、櫻花，分水涿到叭叭跌29，實在打爽。毋過，最難為个

                                                       
24 躁光：音 cauˇ gongˋ；活潑好動。 
25 噦噦嘶嘶：音 ve ve seˋ seˋ；大聲嘶喊。 
26 水篷：音 shuiˊ pung；遮雨的棚子。 
27 淅淅錫錫：音 sidˋ sidˋ siagˋ siagˋ；雨打在遮雨棚發出的聲音。 
28 惹開目珠：音 ngiaˇ koiˋ mug zhuˋ；睜開眼睛。 
29 叭叭跌：音 badˋ badˋ died；紛紛掉落。 

還係婦人家，因為漚水，衫晾到無位好晾，一屋溼溼溚溚，拚掃也

毋方便，細人仔日日關到屋下，拐就拐毋核，實在辛苦。老人家本

來在冷天時做得出去晒晒日頭、打打嘴鼓，這下因為漚水，斯做得

坐在屋下啄目睡，乜當毋慣。最得人畏个還係菜錢，青菜因為漚水

綿忒，動啊著就漲幾下倍，水果乜係貴參參仔30，買毋落手。生理

人也怪怨，冷颼颼31个落水天，打狗就毋出門，生理難做啊！逐儕

斯想：「這水到底愛漚著幾時，好停哩32！」 

   有一日，本本係落水天，𠊎擎等遮仔、跔等頸筋出門，睞下33跌

到滿地泥个落花，心情就像這天氣恁毋好。無想著火車經過莊下

時，一片青溜溜个田，餳著𠊎个眼光，蒔落去無幾久个秧仔，頭頭

精神百倍，臥等頭享受雨水个滋潤，一陣風吹來，隻隻在水中歡喜

跳等芭蕾。看著這光景，𠊎正分醒，天下事總有兩面，有利就有害、

有得就有失、有圓就有缺，毋好總用自家个立場來看萬事萬物。 

   「漚水漚到人就會生菇囉！」儕儕堵著就恁樣喊。毋過，𠊎這

下學會轉換𠊎个心情，利用漚水清閒个時節，恬下心來，放慢腳步，

用音樂、書本摎咖啡、清茶來配合雨水个節奏，也學會打開心胸，

接受落花變做春泥護花个多情、還學會欣賞落水天種種个詩情畫

意。 
 
 
                                                       
30 貴參參仔：音 guiˇ semˋ semˋ er+；昂貴的樣子。 
31 冷颼颼：音 langˋ siu siu；冷颼颼。 
32 哩：音 leˊ；語氣詞。 
33 睞下：音 laiˊ ha+；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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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號 

【行春】邱一帆原作 

新春時節，帶等輕鬆、歡喜个心情，跈等定定仔、毋使鬥緊34个

腳步，到外背去行行尞尞，看山看水、看樹看花、看世間靚靚个風

景摎色目，這係「行春」，毋係「走春」。 

新春在南庄，路脣个櫻花一頭一頭開出靚靚个花，有个水紅，

有个啾紅，還有个暗紅，當像在該歡迎春天，乜當像在該歡迎來南

庄行尞个人客。每一頭櫻花樹、逐蕊櫻花就有無共樣个形投同色

彩，就像每一儕人，用無共樣个生命戲碼，表現自家。濛煙、涼風

相逐，雨水、日頭換位，展出百變个面容，春天多姿多采个本色。

遽遽，用慢慢仔个步腳，行春到南庄。 

南河摎東河合水35个所在，就係名安中港溪个起頭。向南看去，

虎山著起綠色个衫，摎頭前櫻花个紅鬥搭，清清个流水唱出春天个

歌聲，還吂謝忒个娘花跳起青春个舞步，還有樹頂打到結結个橄

欖，在涼風中搖啊搖仔。這時節，坐在石駁頭凳仔頂，目金金仔緊

看青山、流水、綠樹、紅花，所有彩色个、恬靜个、鬆爽个、歡喜

                                                       
34 鬥緊：音 deuˇ ginˊ；趕緊。 
35 合水：音 gab shuiˊ；河流交匯。 

个心情，自然在自家个㪗氣、在自家个血脈裡肚緊流，漸漸仔流落

腦筋肚、行上心肝頭。這時節，留一份恬靜分自家，毋使去相爭買

老街屋簷下个菜包、乜毋使去搶等買桂花巷个桂花釀，就恁樣鬆

爽，看康濟吊橋在空中散步，看天頂个雲霞變換無共樣个身裝，乜

做得目珠眨起來，聽自家个心跳、聽自家个心情講話。 

行上海拔 735 公尺个昂天湖──一隻面向天頂个陂塘，還來毋

掣掀開神秘个面紗。圓舞場面頂一大群个濛沙煙還在該打潑賴36，

就像細人仔樣追就追毋走，毋使吵毋使鬧，等到日頭出來，涼風吹

過，濛沙煙就走到尾瀉屎37。該係矮靈祭時節青青个草坪，月光晟

照、濛沙煙肚，賽夏族人著等傳統服裝、繫等臀鈴、擎等月光旗，

跈等祖靈祭歌，跳等蛇形樣个舞蹈。為著追走雨水濛煙，帶轉月光

清風，姓朱个長老擎等鹿仔樹皮編出百步蛇樣个神鞭，在祭場中央

緊拂緊拂，這場景一齣一齣就在自家个目珠肚演出。再過行落脣頭

个賽夏文物館，坐到簡報室裡肚，你做得看著雷女下凡个故事，乜

做得了解矮靈祭典个由來……。 

戴在南庄个𠊎，心肝肚當確定，行春就愛定定仔行、定定仔看，

毋使走遠。  
 
 

                                                       
36 打潑賴：音 daˊ pad lai+；不得所願，而哭鬧。 
37 尾瀉屎：音muiˋ siaˇ shiˊ；形容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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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 號 

【阿興个望想】劉玉蕉原作 

冬節吂到，像刀樣个冷風斯一路劈來咧，冷颼颼个風，對阿興

个衫領、衫袖鑽往入，在膴身一輪咧，跈肚臍下个開口溜出來，

阿興牙根齧等，礫礫矻矻个雞嫲皮，挲毋平，勻勻鋪歸身，斯摎該

正挷忒毛个雞皮共樣。還冷哦！交風38个面頰卵緪繃繃，因為牙根

出力，分該原旦斯歪一片个闊嘴，這下看起來還較歪竵，還媸哦，

鏡肚个自家，看起來實在還淒慘哦！ 

冷沁沁个天時，尿又特別多，對凳仔蹶䟘起來，對阿興來講係

大工程，無幾載力39个腳，瘸瘸个手，屎朏愛隨時準備等，半爛燦

該手腳毋聽講，強強斯會分佢頓到必析40哦。盡無簡單蹶䟘起來咧，

「呼！」敨下氣，企分佢在41，驚分阿興撞著，共樣手腳無恁生活42

个同學，這下逐個都閃遠遠，暫時分佢恁樣橫打直過。徙步，過徙

步，怪奇，明明𨃰43到頭前，仰般顛倒打卵退？新打个鐵鞋䌈在腳

                                                       
38 交風：音 kauˋ fungˋ；受風侵襲。 
39 載力：音 zaiˇ lidˋ；承受力量。 
40 必析：音 bid sag；裂開。 
41 在：音 cai+；穩固。 
42 生活：音 sangˋ vadˋ；靈活。 
43 𨃰：音 kiam+；跨越。 

町44，看起來有頭家个派頭，到徙步該下正知，唉，實在有罅重！ 

食飯係盡歡喜个事情，打早斯分交通車載出門个阿興，吂到半

晝，肚屎斯嘰哩咕嚕打鼓咧，飯菜香對三樓衝45上六樓來，仰般安

心得？簡簡單單个入袋手工，分胃腸一搣，十五隻放一堆，較算斯

毋著，較點斯毋清，張袋个志工阿姨頭緊拂，「阿興哪，又毋著哩

喲！」唉，堵著食這種事，肚屎一枵頭斯暈，毋單淨手腳無力，連

頭那肚个東西斯作怪哦！歸班七、八個人坐一張桌，先生摎飯菜張

入阿興个大碗公肚，頂高還放一垤烰个豬排，先生講：「做得食咧，

等下𠊎正摎你剪細垤兜。」。抓著湯匙，鏟落碗公肚，半口都吂吞

著，斯搣到歸桌咧，幾下到碗公還險險跌落桌下，將就用頭那角等

碗公，阿姆哀，愛食佢斯難哦，該載志工阿姨遽遽過來𢯭手，三、

四十歲咧，㘔恁大人46還愛人𢯭飼，講起來實在見笑！ 

「阿興，這恁久行路有較進步哦，加油兜，手腳流掠咧斯做得

去庇護工廠做事，加賺兜錢好討餔娘哦！」聽著這兜話，阿興嘴角

翹往上，目神肚，有歡喜，有盼望，正常个人生，在佢心肝肚，千

轉百轉47複習了又複習，毋知幾多萬萬遍咧，佢乜想愛心肚有人，

乜想愛有屬於自家个家庭，這兜敢係妄想？哪日正會實現？單純个

阿興，無怨嘆，淰淰个想望，日日期待，總有一日會做下實現。 
 

                                                       
44 腳町：音 giog nenˋ；腳上。 
45 衝上來：音 chungˇ shongˋ loi；氣味由下往上傳來。 
46 㘔恁大人：音 saiˋ anˇ tai+ ngin；猶如國語的活那麼大把歲數，粗魯的說法。 
47 千轉百轉：音 cienˋ zhonˊ bag zhonˊ；千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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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號 

【水粄仔】陳志寧原作 

恁久毋知起麼个癖？朝晨頭一早䟘床就想食水粄仔！ 

還細戴在姐婆屋下，逐日臨天光就分舅姆喊䟘床，去廳下燒好

香，就落灶下跈等佢共下做粄。舅姆做水粄仔賣，𢯭手顧一家人个

食著。天吂光，灶下就𠊎兩儕，事頭對一個細人仔來講有較辛苦兜

仔，毋過等舅姆做好粄，有兩碗水粄仔做得食朝，論起來也係幸福

个生活。 

這下自家成家咧，上班个人堵著放尞日，有目好睡輒常睡到日

頭晒屎朏，等行到市場愛來買水粄仔，單淨看著空空个攤仔，全部

賣淨淨半息都無。想愛食又早早䟘床毋起，仰結煞正好？愐呀愐！

就自家來學做正著。 

決定自家動手學做就愛認真，對網路肚尋資料參考，問阿姆佢

兜有經驗个人。一步一步將買來个在來米粉加水摝好，倒入碗肚，

正放落電鍋肚炊。炊粄个時節，做得來炒香料，等到香料炒好水粄

仔乜差毋多炊好咧！ 

頭一擺炊好个水粄仔，頂頭水水48、底下硬硬。做得食，但係

                                                       
48 水水：音 shuiˊ shuiˊ；水分過多的樣子。本文指如漿糊狀，無法凝固的狀態。 

口感毋好。去請教阿姆佢兜，得著个結果係在炊水粄仔該下，久久

仔愛摝幾下米漿水，該米漿正毋會凝底，造成底下硬硬、頂頭水水

个情況。經過阿姆佢兜提醒，再過愐起還細看賣粄个舅姆炊水粄

仔，佢正經會打開籠床49蓋，用箸摎逐碗摝過正繼續炊。該下還細，

對當多事情都毋會去多愐，就無去了解做麼个舅姆會恁樣來炊水粄

仔，這下了解事情个原因，做得學著一擺寶貴个經驗！ 

知得失敗个原因，𠊎就興嗲嗲仔50過做加擺。這下知在哪隻過

程愛注意麼个，定定仔莫恁鬥緊个，該51愛摝過个米漿水就一碗一

碗摝過，該愛炊幾久个時間就炊幾久，這兜過程半息都拖皮52毋得。

最尾炊出來个水粄仔食起來分阿姆佢兜安𧩣，這下正式成功咧！下

二擺愛食碗仔粄毋使再過早早䟘床去市場赴人家个時間，又合有好

享受自家好食个美食咧！ 

阿姆佢兜看著𠊎學做水粄仔，笑到喊毋敢，緊問做麼个愛恁麻

煩？𠊎應佢兜講，其實食等水粄仔个時節，𠊎總係會愐起還細戴在

姐婆屋下，逐日臨天光該下，跈等舅姆在灶下做水粄仔，等𠊎食飽

朝，佢𢱤炊好个粄出去賣。該下年紀細，又無好跈在爺哀个身邊，

但係還有人來惜。這下自家做得照顧自家，食等自家做个粄，愐起

頭擺，這水粄仔仰會恁香入心肚？ 

                                                       
49 籠床：音 lung cong；蒸籠。 
50 興嗲嗲仔：音 himˇ diaˇ diaˇ er；興沖沖的。 
51 該：音 goiˋ；應當。 
52 拖皮：音 toˋ pi；耍賴、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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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 號 

【文林閣】林伯殷原作 

記得𠊎差毋多愛考高中之前，阿姆交代𠊎除忒愛煞猛讀書之

外，自家定著還愛尋時間去芎林文林閣53拜文昌爺。因為爺哀上班

無閒好摎𠊎去，𠊎就尋一日騎等自行車去街路湊國中同學，兩儕拿

等金香共下去拜。該量時就係照等爺哀講个話來做定定，毋會想恁

多，等到自家做人爺哀，渡等細人仔去拜文昌爺个時節，正了解麼

个安到「盡人事，知天命」。原來阿姆喊𠊎煞猛讀書就係先盡人事、

讀好自家愛讀个書，伸著个正係命，正愛看自家有福氣無？拜文昌

爺就係祈求自家堵著困難个時節毋會礱礱舂舂54，做得順利考著高

分，通過門關。 

看著恁多人來拜文昌爺，就知讀書摎通過考試係人生个大事

情。逐年，會到高中、大學入學考試个時節，有兜學校盡工夫，校

長、主任摎先生會帶等愛參加考試學生仔个准考證，還過包仔、粽

仔來拜文昌爺，拜好轉去就發分學生仔，希望經過文昌爺个保祐，

                                                       
53 文林閣：音 vun lim gog；指芎林文昌廟。 
54 礱礱舂舂：音 lung lung zhungˋ zhungˋ；慌慌張張。 

大家做得「包中」自家想愛讀个學校。有兜在外莊戴个鄉親，到考

試之前，乜會䟓䟓55渡等細人仔轉來芎林拜文昌爺，在廟肚，輒常

會看著歸屋下人共下擎等香，誠心誠意在該許願，大家總係希望文

昌爺做得保祐參加考試个親人，有加兜金榜題名个機會。 

一行落文林閣肚，就會看著兩旁个壁面貼淰榜單，廊下乜掛等

已多還願个龍燈，感覺當像有盡多前輩在該鼓勵自家樣，分大家較

有信心來面對未來个挑戰。文林閣最早係先生講學个位所，背尾，

撥出廟後个所在來設立芎林國小，分莊頭个細人仔有地方來好好讀

書，又再過創設獎學金來獎勵清寒个學生，從當初設立到今百過年

來，文林閣在實際上摎精神上，毋知嘉惠了幾多讀書人。 

在臺灣，主祀文昌爺个文昌廟無幾多間，芎林个先民有設立文

林閣个眼光，實在係對地方文化摎後代教育个重視，大家來拜文昌

爺个時節，除忒求自家个功名之外，乜千萬毋好毋記得先民个苦

心！ 
 
 
 

                                                       
55 䟓䟓：音 dangˋ dangˋ；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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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 號 

【𠊎个屋邊隔壁】黃詩婷原作 

人講个「屋邊贏過遠親！」有影無毋著。人生活內底，真多

事情攏無法度自家一儕即做會好，愛屋邊頭尾來鬥相共，所以蹛在

上家下屋會相照顧个社區，係嶄然福氣个。 

蹛𠊎上家个遐火灶，大人細子攏真善良，對人真好。遐個阿婆，

堵著熟事个人攏係滿面笑面來相借問；䀴著生份人，嘛會和佢頕頭
1、借問！佢人兩公姐，無論莊內麼儕屋下有好事、抑係歹事，無即

廟做鬧熱，攏會義務去鬥相共，對屋邊頭尾嘛真親切，真有人緣，

大家攏真愛和佢人答嘴鼓。所以，佢个後生、新婦真有孝，降个細

子，講事輕聲細義，滿足好禮，真有大細、知輕重，得大家真安哢！ 

蹛在𠊎屋下對面个伯婆真打拚種菜，逐日烏昏攏會去菜園沃

水。佢講，自家菜園種个菜無射農藥，又真萋，食起來較安心！所

以，逐擺有收成，攏會送菜得𠊎人煮來食。 

斜對面个伯公真涼樂，生活態度係「手疾好過家，腳疾好繡

花」。不時會䀴著佢在大坪遐，坐在矮凳挨弦子、唱山歌，得人聽

到真快活，麼个擘心、艱難攏無啊！一半下，𠊎嘛會跈外公去佢个

                                                       
1 頕頭：音 dimˆ teuˋ；點頭，有表示招呼或應許之意。 

屋下泡茶、歇涼，聽佢講古，感覺真心色，得𠊎感受著「敬老得福，

敬禾得穀」个道理。 

毋過，蹛𠊎下屋个人，真操煩！兩個後生真毋聽教治，毋成細

子，兩兄弟歸日亂亂吵吵，冤家羅債，猶直直會相打相𢫦。做爺母

个講無兩句，佢人即頸硬硬、頭撇撇、目珠惡惡，像討食人个形，

和佢个阿怙、阿依嘛毋敢教，不時氣到面紅目赤，正經係「敢死，

閻羅王嘛驚」！毋若影響著莊內个安寧，大家嘛驚壞壞，堵著恁个

屋邊，實在愛有真好个度量。 

遐火灶以外，𠊎个屋邊頭尾大討攏會相照顧，歇睏日出門，嘛

會鬥相共顧屋。逐禮拜六个晨早時頭，猶䀴會著真多義工阿伯和伯

㜷，擎祛齊和畚斗，在遐掃大路、拚垃圾、清溝子，表現出大家團

結合作、愛護社區个精神！若係莊內辦活動、廟坪做大戲、做醮、

迎神做鬧熱个時務，大家會作垺鬥相共、鬥鬧熱。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詔安腔） 

編號 2 號 

【毋會么个一葩火】黃碧清原作 

逐儕心肝底攏有一葩光光个燈火，𠊎有一葩燈火囥在心肝頭，

這葩跈𠊎有真多年个燈火，越來越光。 

小學出業遐年家鄉吂有國中，所以學區分到「三義國中」。莊

頭去三叉河正有新竹客運一日來去三班，三叉轉新雞隆尾班車係討

暗五點外。遐時个路無柏油，見堵著落雨，可比講雭雭雨，車班即

無駛，上下課个時無赴著車班，即愛用行路去學校抑係轉屋下，一

輪轉頭無嘛愛三點外鐘，實在有遠。記得正開學三個外月个一日，

因為英文課大家無認真，歸班留落來複習。𠊎毋敢拁先生講愛赴車

班，戇戇跈大家共下到五點下課，緊緊三步做兩步飛去赴車班，走

到兩腳無搭地，行到氣喘喘，到車頭个時車早即走去啊！人生份，

路無熟，天色越來越暗，愛仰子正好？ 

堵好一班去苗栗个車班，煞煞上車到銅鑼盤車，轉到雞隆仔攏

七點空，天早即暗啊。山路彎彎斡斡無電火，轉屋下个路暗疏疏，

風个聲和狗吠个聲摻夜色陪𠊎慢慢行。一儕孤孤單單行到硬硬即討

唩个時，遠遠䀴著一點光搖搖晃晃越來越偎，耳子脣接落聽著「阿

清」，咦？熟事个聲音！電火慢慢子歇在𠊎面前，係阿怙！ 

係講討暗啊，日頭漸漸落山，阿女仰子猶吂轉咧？阿怙著急和

飯嘛無食，擎手電即來車頭接佢个滿女。䀴著阿怙个時，含蹛个目

汁遮著目珠，路嘛䀴毋會著，𠊎真感心細細聲講「阿怙，勞力！」

阿怙擎手電恬恬在𠊎个屎朏背陪𠊎慢慢行，轉到屋下䀴著阿怙烏金

色个面面上淺淺个笑容，遐係安心。屋下人平安坐蹛共下食飯，福

氣个味素醹到化毋會開！ 

自𠊎識事以來阿怙罕得笑，猶細个時䀴著會驚，到𠊎出業在外

頭食頭路、結婚做哀，漸漸感覺著爺母惜子个心。在外國食頭路遐

幾下年，思念陪𠊎在外鄉个逐個烏昏暗夜。想著阿怙參加𠊎个畢業

典禮，放落山事一輪轉三點鐘路來參加家長會，借鐵馬載𠊎去得先

生䀴。阿怙个愛一點一涿裝淰思念个心，阿怙个交代像天崠一𥍉一

𥍉个星，點光𠊎个人生路。阿怙來接𠊎个這葩手電火，陪𠊎行過坎

坎蹶蹶，行正逐步腳。這葩思念个燈火，在𠊎个心肝內越來越光，

一葩毋會么个光明燈。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詔安腔） 

編號 3 號 

【阿怙个鐵馬】鄒瑞梅原作 

阿怙个雜貨店，開在莊頭，店頭不時囥一臺烏鉎烏鉎个鐵馬。 

阿怙个雜貨店細細間，雖然䀴起來無上目，毋過賣真多物件，

樵米油鹽醬醋茶逐件有，茶箍、面盆、掃把嘛無少，猶有細子愛食

个四秀。店面細罔細，店屋簷下个所在嘛無打爽，阿依好手藝，熱

天賣透心涼个仙草冰，寒天賣燒炥炥个豆花，人客歸日琅琅滾，不

時有老主顧尖尖在店頭䀴電視、答嘴鼓，無論麼个雞嫲啼、大大細

細个事，大家即在店頭講，像係細叔婆做生日、王屋嫁阿女、阿德

伯渡心婦，上屋下屋麼儕討蒔田割禾，阿怙頭先知，嗄變做莊頭个

報馬仔。 

歸莊頭講起來，阿怙一等打拚，無論係透風落雨，抑係日頭猛

猛，歸年透天攏無歇睏日，逐日開店門做生理。店內底有欠麼个雜

貨，即隨騎鐵馬去街路補貨，阿怙一向攏無怨嘆一句，為著一屋下

老嫩大細个溫飽，共款逐日做，阿怙恬恬拁𠊎講：「做人愛碌，做

牛愛犁。」 

成下，阿依屋下个事做閒啊，即會來店鬥相共，換阿怙去歇睏

睡當晝。阿怙一等惜𠊎，毋盼去睡當晝。落雨天，即在店教𠊎讀書

寫字；好天个時，即會載𠊎出去滿哪位尞。𠊎頭愛坐在阿怙鐵馬行

李架面上，鼻阿怙流汗个氣味，唱阿怙教𠊎唱个山歌。阿怙嘛會教

𠊎念童謠：「阿啾箭，尾拖拖，無爺無哀跈叔婆，叔婆咧？牽牛啊！

牛咧？賣莫啊！錢咧？渡夫娘啊！夫娘咧？走去啊！」兩子爺一條

唱煞擱唱一條，歡歡喜喜，沿路唱山歌、答嘴鼓，真暢！跋崎个時，

阿怙大力蹬鐵馬，流汗溚滴；落崎个時，一路溜落，相思樹崠个阿

啾箭、草埔个蝶仔、水脣个蛘蜺、田底个𧊅子嘛跈𠊎共下唱山歌。 

烏鉎烏鉎个鐵馬，載一屋下人个希望，一步一步个腳蹬聲，聲

聲心定。有時，載一包一包个黃糖；有時，載一袋一袋个粗鹽；有

時，猶會載一個一個毋知天地个細子，歸下个希望總係寄在四四角

角个行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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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號 

【漏潎潎个穿漏屋】曾秋梅原作 

「阿媽，阿媽，你仰子提䀴毋會清个舊相片在啄睡咧？」阿媽

聽著孫子个聲，𥍉一下目珠，擘嘴講：「頭下在櫃拖內底䀴著這張

相片，𠊎想著成過，想遐想這嗄睡去啊！阿媽講古得你聽，好無？」

「好！好！好！，𠊎頭愛聽阿媽講古！」  

𠊎做妹子个時務，屋下真艱難，蹛个屋下攏係草屋。儘儘採採

幾下間定，恁多姊妹尖作垺，睡到難轉側身。落雨个時務，泥下濫

泥膏糜，外頭大落，內底細落，間底幾下位攏愛提面盆去承水，抑

係提雨衫去揜物件。若係做颱風个時務，歸屋下人即擘心屋崠會得

颱風掀去。屋崠若係掀去，𠊎人恁多姊妹即真苦憐啊！衫褲歸下濕

溚溚，樵草嘛濕溚溚，無法度起火，即無法度煮食，歸屋下人即愛

枵屎肚。 

草屋有人講穿漏屋，攏係用竹做屋身、做樑，竹愛用老竹正較

耐。竹和竹中央無用釘，歸下鑿空穿過，擱用破篾皮來䌈──得佢

固定。擱用泥窟个泥攪沙，正囥一兜牛屎得牛用腳去蹬去蹃。等到

蹃合了後擱拁這兜材料膏起去抹平，面上擱抹石灰，恁白白，䀴起

來加真光。 

屋崠係茅草、禾稈抑係蔗葉炙燥，囥齊舒平了後擱用竹篾去

合，一緣一緣層起去个。屋崠逐年攏愛層一擺，若無見擺落雨个時

務即會漏潎潎。 

遐時妹子人大部分攏無法度去學堂讀書，愛在屋下鬥做事，撿

樵、絪草絪、擐汁供豬，又猶愛照顧阿弟阿妹、煮三頓，無一時閒。

若堵著愛層屋崠，𠊎愛去溪埔个蔗園擘蔗蓋轉來層屋崠。遐時擘蔗

蓋係違法个，得人捉著會揪去衙門，逐儕攏真驚。成過人講：「敢

去即有一擔樵，毋敢去即在屋下擘心。」為著有快活个屋下來蹛，

牙根咬个嘛愛去，人講「時到時擔當，無米正來煮番薯湯。」 

𠊎落來 嫁得𠊎丈夫，蹛个屋下比外家有較好過兜，這張相片

个泥磚屋即係𠊎人成過个屋下。泥磚屋揜个係瓦，無像草屋恁麻

煩，毋使逐年層屋崠，落雨嘛毋驚會漏雨。 

人講：「省食有好存，省著有好囤。」𠊎和丈夫認真打拚、省

儉省儉，儉有一兜錢，即起磚子屋來蹛。又講：「食毋會散，著毋

會散，毋會一世人散。」後次擺你愛認真讀書，做人愛老實，定著

毋好去學歹哦！ 

聽了阿媽講个古，正知仰子阿媽恁毋盼得食，恁毋盼得買，恁

省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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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號 

【爺母行過个路】江昀原作 

遐日，特別行一逝家鄉个大路，對山崠溜落來，過一板橋，這

板橋毋知得大水打壞幾多擺，頭頭下用枋起，真緊即無去，落來用

紅泥又嘛得大水打壞去，修好又壞，壞去又修。遐時，橋過來係一

條黃泥石頭个大路，想著成過阿怙打赤腳對山崠擔歸百斤个火炭行

這條路个身影，天氣翕熱、流汗溚滴，拁阿怙矺到背痀痀。阿依腳

短短人矮細，佢係歸伙房頭會做个夫娘人，阿依當年在這條大路擔

茶米、香茅油、油鹽遐兜重鈂鈂个擔頭，用青春換來歸屋下大細个

燒暖。 

今日，䀴著恁大條个路，鋪柏油做到平平平，大車細車密密過，

毋成物个「拖拉庫」司機，難得䀴著偏僻个山路有人行，直直擫喇

叭，「叭叭叭」大嫲聲，頭犁犁專心行路个人，會打著驚到愛轉去

收驚。 

擔硬个爺母，祖先蹛在這偏僻个大山崠，無月俸好領，絡食真

困難，正有一細垤茶園好作定，攔工時務換工嘛正趁飯食定，無錢

好提轉，青菜、番薯自家種，無米又無田，糴米、油鹽逐件愛現金，

阿依供幾下隻雞，嘛愛㧡落山，過溪水，行過這條黃泥石頭路，畚

擔一頭兩隻雞，路頭又遠，辛苦哦！行點外鐘正會到街路，重鈂鈂

又拚命个雞，實在賣無兩點錢，隨即愛糴米，買油鹽，㧡轉山崠。

膴身又無半點錢，供正到水个雞，換無幾下斗米，煮番薯籤飯个日

子嘛係恁過，蹛在大山背个人，正經苦到屙落屎。 

跈大路直行，行幾下公里，無堵著半個人，成過个爺母，遐時

寒天冷吱吱，熱天像攬火籠，算來仰子忍耐過來，供大一陣比粽擐

猶較大擐个家庭？ 

好得爺母想較遠，為著子女个前途，幾下十年前煞煞賣山，舊

屋毋使錢準相添秤頭送，正搬到城市蹛，得𠊎人受教育，毋使擱過

㧡擔跋山做苦事。毋過今日日頭真猛，炙到歸個人會燥去，猶行毋

會到街路，歸路有田、竹園，即係無半間屋，和一間店都無，行到

兩肢腳會斷去，猶䀴毋會著有人家屋，愛仰子正好咧！這條大路仰

子會恁長，請問天公，這條路敢會用透到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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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號 

【落雨】張美容原作 

恁久來，逐暗夜个流水聲，總係像活骨个細子人，在𠊎半睡半

醒个時，大細聲个音、滴來滴去，無一暗有恬靜恬靜好睡。想起成

過人聽著雨打芭蕉个聲音，心肝底即起起落落，𠊎這擺猶聽著雨滴

在水篷崠，叮叮咚咚、啪啪咈个聲音，吵到人日夜心煩、食睡毋會

落，比較起來，𠊎猶係較欣羨古人。 

夜夜落雨即莫講，逐日天甫光擘開目珠，䀴著係烏暗烏暗个天

崠，聽著个即係得人慼个雨聲，心情跈在慍悴起來，在這又溼又冷

个天氣出門上班、去學校，一路塞車，為著攔時間，逐儕即少去耐

心，「叭叭叭」个喇叭聲鳴無歇，傱上傱落个機車，真誠危險，一

下無細義，猶會得路過个車噴到一身泥水。天氣無好，心情無好，

逐儕歸下失去好天時个恬靜和相讓。 

雨落無歇，𠊎頭心疾个係原本屋前、屋後開到鬧鬧、靚靚个玫

瑰花、海棠、櫻花，得雨涿到直直跌，實在打爽。毋過，頭難个猶

係夫娘人，因為落雨，衫晾到無位好晾，歸屋溼溚溚，拚掃嘛無利

便，細子人逐日關在屋內，惑即惑毋會恬，實在真辛苦。老儕本來

在寒天時會用出去炙日頭、答嘴鼓，這下因為落雨，即會坐在屋下

啄睡，嘛真毋會慣勢。頭得人驚个猶係菜錢，青菜因為落雨綿去，

停動著即起價幾下倍，果子嘛係全然貴，買毋會落手。生理人嘛怪

責，寒丟丟个落雨天，打狗會毋出門，生理難做啊！逐儕即想：「這

雨鬥底討落到幾時，正討恬咧？」 

有一日，本底係落雨天，𠊎擎雨傘、打強硬出門，䀴滿泥下个

落花，心情即像這天氣恁䆀。無想著火車經過莊下个時，一片青青

个田，餳𠊎个目光，正蒔落去無幾久个秧子，一頭頭精神百倍，臥

頭享受雨水个滋養，一臨風吹來，一個個在水底歡喜跳芭蕾。䀴著

這光景，𠊎正醒，天下事總有兩面，有好即有䆀，有得即有失，有

圓即有缺，毋好總用自家个立場來䀴萬事萬物。 

「落雨落到人即討生菇啊！」儕儕堵著即恁喝。毋過，𠊎這滿

學會轉換𠊎个心情，利用落雨清閒个時務，心恬落來，放慢腳步，

用音樂、書本、咖啡和清茶來配合雨水个節奏，嘛學會打開心胸，

接受落花變做春泥護花个多情，猶學會欣賞落雨天種種个詩情畫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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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號 

【行春】邱一帆原作 

新春時務，隨輕鬆、歡喜个心情，跈寬寬、毋使攔緊个腳步，

去外頭行行尞尞，䀴山䀴水，䀴樹䀴花，䀴世間靚靚个風景和色彩，

這係「行春」，毋係「走春」。 

新春在南莊，路脣个櫻花一頭一頭開出靚靚个花，有个水紅，

有个足紅，猶有个暗紅，真像在歡迎春天，嘛真像在歡迎來南莊行

尞个人客。逐頭櫻花樹、逐蕊櫻花攏有無共款个形象和色彩，即像

逐個人，用無共款个生命角色，表現自家。濛和涼風相捎，雨水和

日頭換位，展出百變个面容，春天多姿多采个本色。緊緊，用慢慢

个腳步，行春到南莊。 

南河和東河合水个所在，名即係喊做中港溪个起頭。向南䀴

去，虎山著綠豆色个衫，和頭前櫻花个紅搭配，清清个流水唱出春

天个歌聲，猶吂謝淨个芒花跳起青春个舞步，猶有樹崠打到纍纍个

橄欖，在涼風內搖啊搖。這時務，坐在石頭凳面上，目金金直直䀴

青山、流水、綠樹、紅花，歸下彩色个、恬靜个、快活个、歡喜个

心情，自然在自家个敨氣、在自家个血脈內底直流，漸漸流入腦筋

內、行上心肝頭。這時務，留一份恬靜得自家，毋使去爭買老街屋

簷下个菜包、嘛毋使去搶買桂花巷个桂花釀，即恁快活，䀴康濟吊

橋在空中散步，䀴天崠高个雲霞變換無共款个身裝，嘛會用目珠眨

眨，聽自家个心跳，聽自家个心情講事。 

行上海拔七百三十五公尺个昂天湖──一個面向天崠个陂

塘，猶毋會赴掀開神秘个面紗。圓舞場面上一大陣个濛猶在遐張

樣，即像細子人攔都攔毋會走，毋使吵毋使鬧，等到日頭出來，涼

風吹過，濛即走到噴框。遐係矮靈祭時務青青个草坪，月光照落，

濛內底，賽夏族人著傳統衫褲，結臀鈴，擎月光旗，跈祖靈祭歌，

跳蛇形个舞。為著攔走雨水、濛，隨轉月光清風，姓朱个長老擎鹿

樹皮編出百步蛇樣个神鞭，在祭場中央直直拂、直直拂，這場景一

齣一齣即在自家个目珠底演出。擱行入脣頭个賽夏文物館，坐在簡

報室內底，你會用䀴著雷女下凡个故事，嘛會用了解矮靈祭典个由

來……。 

蹛在南莊个𠊎，心肝底真確定，行春即愛寬寬子行，寬寬子䀴，

毋使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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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 號 

【阿興个望想】劉玉蕉原作 

冬節吂到位，像刀恁利个冷風即一路刜來啊。冷吱吱个風，對

阿興个衫領、衫袖鑽入去，在膴身踅一輪轉，跈腹臍下个開口溜出

來。阿興牙根咬蹛，寒到起雞嫲皮，挲毋會平，勻勻鋪歸膴身，即

和遐正挷毛个雞皮共款。足寒个！風吹到繃緪緪个面頰，因為牙根

出力，得遐本來即歪一裡个闊嘴，這滿䀴起來越來越歪。真䆀哦，

鏡底个自家，實在係毋會䀴口个！ 

寒丟丟个天氣，尿又特別多，對座位硬跋起來，對阿興來講係

大工事，無幾載力个腳，瘸瘸个手，屎朏愛隨時準備蹛，半截个手

腳毋聽事，一臨風即會得佢頓到必裡去。真無簡單硬跋起來啊。

「呼！」敨一下氣，企得佢在，驚得阿興撞著，共款手腳無利便个

同學，這下逐個攏閃遠遠，暫時得佢恁橫行直過。徙步擱徙步，怪

奇，明明𨃰到頭前，做麼个顛倒退倒轉來？新打个鐵鞋䌈在腳，䀴

起來有頭家个派頭，到徙步遐下正知，唉，有罅重！ 

食飯係頭歡喜个事情，打早即得交通車載出門个阿興，吂到半

晝，屎肚即嘰哩咕嚕鳴起來，飯菜香對三樓衝上六樓來，仰子心會

定？簡簡單單个入袋手工，得胃腸一舞，十五隻囥一墩，較算都毋

著，較點都毋會清，裝袋个志工阿姨頭一直拂，「阿興啊！又毋著

啊啦！」唉！堵著食這層事，屎肚一枵，頭即暈，不但手腳無力，

和頭那崠个物件攏作怪哦！歸班七、八個人坐一張桌，先生拁飯和

菜裝入阿興个大碗公內底，面上猶囥一垤炸个豬排，「會用食啊，

等下𠊎正拁你切較細垤。」先生講。提湯匙，舀入碗公內，半口嘛

吂吞著，即舞舞到歸桌啊，幾下個碗公猶險險跌落桌下，即用頭那

角堵碗公。阿依哦！愛食佢都難哦！佳載志工阿姨緊緊過來鬥相

共，三、四十歲啊，大人大種猶愛人鬥飼，講起來有幾見笑！ 

「阿興！這恁久行路有較進步哦！加油兜，手腳較猛醒个即會

用去庇護工廠做事，加趁兜錢好渡夫娘哦！」聽著這兜事，阿興嘴

角翹向天，目神內底，有歡喜，有盼望，正常个人生，在佢个心肝

底，千 回 百 回複習了又複習，毋知幾下萬遍啊，佢嘛想討膴身

脣有人，嘛想討有自家个家庭，這兜感係妄想？哪日正會實現？單

純个阿興，無苦慼，淰淰个望想，日日期待，總有一日會做一下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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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號 

【碗粄】陳志寧原作 

恁久毋知起麼个癖？晨早時起來即想討食碗粄！ 

猶細漢蹛在外媽屋下，逐日天討光即得舅㜷喊起來，去廳下拜

好，擱入灶下跈佢共下做粄。舅㜷做碗粄賣，鬥相共顧一屋下人个

食著。天吂光，灶下即𠊎人兩個，事頭對一個細子人來講有較辛苦

兜，毋過等舅㜷做好粄，有兩碗碗粄會用食早頓，論起來嘛係福氣

个生活。 

這滿自家成家，上班个人堵著歇睏日，有通睡，不時睡到日頭

炙屎朏，等行到菜市討來買碗粄，正䀴著空空个擔子，做一下賣淨

淨，半點都無伸。想討食又早早跋毋會起來，仰子正好？想啊想！

即自家來學做正著。 

決定自家動手學做即愛認真，對網路內底尋資料參考，問阿依

佢人有經驗个人。一步一步拁買來个在來米粉加水攪好，漕入碗，

擱囥在電鑊炊。炊粄个時務，會用來炒配料，等到配料炒好，碗粄

嘛差不多炊好啊！ 

頭擺炊好个碗粄，面上緣水水、矮下𠕇𠕇。會用食，毋過口感

無好。去請教阿依佢人，得著个結果係在炊碗粄个時，久久愛攪幾

下米漿水，遐米漿正毋會滯底，造成矮下𠕇𠕇 、面上水水个情形。

有阿依佢人提醒，擱想起猶細漢䀴賣粄个舅㜷炊碗粄，佢照步來會

打開籠床蓋，擱用箸拁逐碗攪過正擱炊落。遐時猶細漢，對真多事

情攏毋會去多想，即無去了解做麼个舅㜷會恁來炊碗粄，這滿了解

事情个原因，會用學著一擺寶貴个經驗！ 

知失敗个原因，𠊎即興興擱做一擺。這下知在哪個過程愛注意

麼个，寬寬無恁攔緊，拁愛攪過个米漿水即一碗一碗攪過，遐愛炊

幾久个時間即炊幾久，這兜過程半點都毋會得你韌皮。頭尾炊出來

个碗粄食起來得阿依佢人講會用，這下正式成功啊！後次擺討食碗

粄毋使擱早早起來去菜市攔人个時間，又擱有通享受自家好食个美

食啊！ 

阿依佢人䀴著𠊎學做碗粄，笑到喊毋敢，直直問做麼个愛恁麻

煩？𠊎應佢人講，其實食著碗粄个時務，𠊎總係會想起猶細漢蹛在

外媽屋下，逐日光討天个時，跈舅㜷在灶下做碗粄，等𠊎食過早頓，

佢□炊好个粄出去賣。遐時年歲小，又無跈在爺母个身脣，毋過猶

有人來惜。這滿自家會用照顧自家，食著自家做个粄，想起成過，

這碗粄仰子會恁香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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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 號 

【文林閣】林伯殷原作 

記得𠊎差不多討考高中進前，阿依有交代𠊎愛拚勢讀書以外，

自家定著猶愛尋時間去芎林文林閣拜文昌爺。因為爺母上班無閒好

和𠊎去，𠊎即尋一日騎鐵馬去街路，招國中同學，兩儕擐金香共下

去拜拜。遐時即係照爺母講个事來做定，毋會想恁多，等到自家做

人爺母，渡細子去拜文昌爺个時，正了解麼个喊做「盡人事，知天

命」。幾時阿依喊𠊎拚勢讀書即係先盡人事、讀好自家愛讀个書，

伸个正係命，正愛䀴自家有福氣無？拜文昌爺即係祈求自家堵著困

難个時毋會狂狂傱傱，會用順利考著高分，過關。 

䀴著恁多人來拜文昌爺，即知讀書和通過考試係人生个大事

情。逐年，到位高中、大學入學考試个時，有一兜學校真工夫，學

校長、主任和先生會隨歸下參加考試學生个准考證，加上包子、餡

粽來拜文昌爺，拜好轉去正擱分得學生，希望有文昌爺个庇佑，大

家會用「包中」自家想討讀个學校。有一兜蹛在外莊个鄉親，到考

試進前，嘛會撥工渡細子轉來芎林拜文昌爺，在廟內，捷捷會䀴著

歸屋下人共下擎香誠心誠意在遐誓下，大家總係希望文昌爺會用庇

佑參加考試个親人加兜金榜題名个機會。 

一行入文林閣內底，即會䀴著兩裡个壁面貼淰榜單，巷路嘛吊

真多還願个燈籠，感覺真成有真多前輩在遐鼓勵自家个形，得大家

較有信心來面對未來个挑戰。文林閣頭早係先生講學个所在，落

尾，撥出廟後个所在來設立芎林國小，得莊頭个細子有所在來好好

讀書，又擱創設獎學金來獎勵清寒个學生，對當初設立到今百外年

來，文林閣在實際上和精神上，毋知嘉惠了幾多讀書人。 

在臺灣，文昌爺鎮殿个文昌廟無幾多間，芎林个先民有設立文

林閣个目光，實在係對地方文化和後代教育个䀴重，大家來拜文昌

廟个時，求自家个功名以外，嘛千萬毋好添放先民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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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號 

【𠊎个隔壁鄰舍】黃詩婷原作 

人講：「近鄰贏過遠親！」確實毋會差，兜生活當中，盡多

事情無辦法單人獨馬去完成，輒常愛隔壁鄰舍來𢯭手，所以，戴在

上家下屋1會相照顧个社區，係盡幸福个。 

戴在𠊎上家个人，大人細子都盡良善，對人盡好。該做阿嬷儕，

堵著熟事人都係開容笑面个相借問，䀴著生份人，乜會摎佢頷頭，

打招呼！佢兩公姐，無論莊肚麼人屋下做好事、也係歪事，無就廟

頂做鬧熱，都會義務踏過去𢯭手，對上鄰下舍乜當親切，當有人緣，

大家都盡好摎佢兜打嘴鼓。厥倈仔、心婦盡賢孝，畜个細人仔，講

話細聲細義，當有禮貌，盡知人我、知上下，分大家盡阿𧩣！ 

戴在𠊎屋下對面个阿伯婆盡煞猛種菜，逐日臨暗仔都會去菜園

浴菜，佢講，自家菜園種个菜無洩農藥，又盡萋，食起來較安心！

所以，逐擺有收成，都會送菜分𠊎兜煮來食。 

斜對面个阿伯公盡樂天，生活態度係「手疾好過家，腳疾好繡

花。」輒常會䀴得著佢在禾埕町，坐到矮凳面鋸弦仔、唱山歌，分

                                                       
1 上家下屋：音 shongˊ gaˇ haˇ vugˋ；鄰居。 

人聽著盡爽快，無愁無慮！下把，𠊎乜會跈等𠊎公過家去佢屋下泡

茶、尞涼，聽佢兜講古，感覺著盡心色，分𠊎體會著「敬老得福，

敬禾得穀」个道理。 

毋過，戴在𠊎下屋个人，煩惱較多！兩個倈仔盡毋聽講、毋像

人，兩兄弟歸日仔吵吵鬧鬧，冤家羅債，惡擎擎仔，還長透相打泌

背。做爺哀个講無兩句，佢兜就頸偏偏仔、惡豺豺仔，像愛食人樣

仔，連厥爸、厥姆都毋敢管酌，輒常閼到胲滿肚飽，正經係「敢死，

閻羅王都驚。」毋單淨影響著莊肚个安寧，大家乜心寒膽顫，堵著

恁樣个鄰舍，實在愛有相當个度量。 

除忒該家人，𠊎个隔壁鄰舍大體都會互相照顧，放尞日出門，

乜會𢯭手掌屋。逐禮拜六晨早頭，還䀴得著當多義工阿伯摎伯姆，

擎等祛把摎糞斗，在該掃大路、拚垃圾、清水溝！表現出大家團結

合作、愛護社區个精神！若係莊肚辦活動，廟坪做大戲、打醮、迎

神做鬧熱个時節，大家會同心協力、互相幫忙鬥鬧熱。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饒平腔） 

編號 2 號 

【毋會息忒个一葩火】黃碧清原作 

逐儕人心肚就有一盞光光个燈火，𠊎乜有一盞燈火戴在心肝

頭，這葩火跈等𠊎當多年咧，緊來緊光。 

小學畢業該年，家鄉還吂有國中，所以學區分到「三義國中」。

莊頭去三叉河淨有新竹客運一日三枋車往復，三叉轉新雞隆尾枋車

係臨暗仔五點邊仔。該時節个路無打馬膠，見堵著落雨，準講雨微

仔車枋就停駛，上下課時無赴著車枋，就愛用行路去學校抑係轉屋

下，一輪路少講乜要三點零鐘，實在有罅遠。記得正開學三隻零月，

有一日因爭英文課大家無認真，歸班仔留下來複習。𠊎毋敢摎先生

講愛赴車，戇戇噹噹跈大家共下到五點下課，煞煞三步打兩步飆等

去赴車，走到兩腳無搭地，行到氣凹凹2，到車頭時車仔早就走忒咧！

人生路不熟，天色緊來緊暗，仰結煞正好？ 

堵好一枋往苗栗个車枋，煞煞上車到銅鑼盤車，轉到雞隆仔既

經七點零，天時早就斷烏。山路彎彎斡斡無電火，轉屋个路暗疏疏，

風聲摎狗吠聲摎等夜色陪𠊎慢慢行。一儕人孤孤栖栖行到強強就愛

                                                       
2 氣凹凹：音 hiˋ ngiabˋ ngiabˋ；有氣無力。 

唩个時節，遠遠䀴到一點光，搖搖擺擺緊來緊兼，耳公脣接等聽著

「阿清仔」，咦？熟事个聲音！電火慢慢仔停在𠊎面前，係阿爸！ 

話講臨暗仔日頭漸漸沉落山背，妹仔仰還吂轉屋呢？阿爸急到

連飯也無食，擎等手電仔就來車頭接佢个屘女咧。䀴到阿爸該當

時，𠊎含等目汁，目珠濛忒䀴路就毋著，當感心細細聲講：「阿爸，

承蒙！」阿爸擎等手電筒恬恬仔在𠊎後背陪等慢慢行，轉到屋下䀴

著阿爸烏金色个面町淺淺个笑容，該係安心。屋下人平安坐等共下

食飯，幸福个味緒醹到化毋開！ 

自𠊎知人我來阿爸罕得笑，還細時䀴著會驚，到畢業在外背食

頭路、結婚做人哀咧，正漸漸仔感覺著爺哀惜子个心。在外國食頭

路該幾年，思念陪等𠊎在異鄉个逐隻臨暗摎暗夜。愐著阿爸參加𠊎

个畢業典禮，放下山事往復三點鐘路程來參加家長會，借自行車載

𠊎去分先生䀴。阿爸个愛一點一滴張淰𠊎思念个心，阿爸个叮嚀像

天頂一𥍉一𥍉个星仔點光𠊎人生路。阿爸來接𠊎个這葩手電火，陪

等𠊎行過礫礫矻矻3，分𠊎行正步腳。這葩思念个燈火，在𠊎心肝肚

緊來緊光，係一葩毋會熄忒个光明燈。 

 

 

 

                                                       
3 礫礫矻矻：音 lid lid kid kid；路面不平坦。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饒平腔） 

編號 3 號 

【阿爸个自行車】鄒瑞梅原作 

阿爸个雜貨店，開在莊頭，店頭不時放一臺烏仙烏仙个自行車。 

阿爸个雜貨店細細間仔，雖然䀴起來毋打眼，毋過賣當多東

西，樵米油鹽醬醋茶項項有，茶箍、面盆、掃把也不少，還有細子

好食个零嗒。店面細罔細，店亭下个位所也無打爽，阿姆好手藝，

熱天賣透心涼个仙草冰，寒天賣燒熝熝个豆腐花，人客歸日啁啁

滾，長透有老主顧尖尖在店頭䀴電視、打嘴鼓，無論麼个雞毛蒜皮

大大細細个事情，大家就在店頭講，像係細叔婆做生日、王屋嫁妹

仔、阿德伯討心婦，上屋下屋麼儕愛蒔田割禾，阿爸第先知，煞變

做莊頭个報馬仔。 

歸莊頭講起來，阿爸一等煞猛，無論係發風落雨，抑係日頭火

𤊶𤊶，長年透天都無放寮日，逐日開店門做生理。店肚有欠麼个雜

貨，就隨騎等自行車去街路補貨，阿爸從來就無怨嘆一句，為著一

家老嫩大細个溫飽，共樣日日做，阿爸輒輒摎𠊎講：「做人愛碌，

做牛愛犁。」 

成下，阿姆屋下事做閒咧就會來店肚𢯭手，換阿爸去歇睏睡當

晝。阿爸一等惜𠊎，毋盼得去睡當晝。落雨天，就在店肚教𠊎讀書

寫字；好天个天時，就會載等𠊎出去滿哪尞。𠊎最好坐在阿爸自行

車貨載仔个頂背，鼻等阿爸流汗个味緒，唱等阿爸教𠊎唱个山歌，

阿爸乜會教𠊎唸童謠：「阿啾箭，尾鉈鉈，無爺無哀跈叔婆，叔婆

呢？掌牛咧！牛呢？賣忒咧！錢呢？討夫餔娘咧！夫餔娘呢？走

忒咧！」倆子爺一條唱煞再過唱一條，歡歡喜喜，沿路唱山歌、打

嘴鼓，當樂暢！上崎時節，阿爸大力箭等自行車，汗流脈落；下崎

時節，一路溜往下，相思樹頂个阿啾箭、草圃仔个蝶仔、水脣个囊

蚭仔、田竇肚个細𧊅仔乜跈等𠊎共下唱山歌。 

烏仙烏仙个自行車，載等一家人个希望，一步一步个腳踏聲，

聲聲堅定。有時，載等一包一包个赤砂；有時，載等一袋一袋个粗

鹽；有時，還會載等一個一個毋知頭天个細子，所有个希望總係寄

託在四四角角个貨載仔。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饒平腔） 

編號 4 號 

【漏汊汊个穿鑿屋】曾秋梅原作 

「阿嬤，阿嬤，你仰提等䀴毋真个老相片在啄目睡呢？」阿嬤

聽著孫仔个聲音，𥍉一下目珠擘嘴講：「頭下在拖箱䀴著這張相片，

𠊎愐著頭擺，愐啊愐嗄睡忒咧！阿嬤講古分你聽，好無？」「好好

好，𠊎最好聽阿嬤講古！」 

𠊎還係細妹个時節屋下異苦，戴个屋都係茅寮屋。簡簡單單幾

間仔，恁多姊妹尖共下，睡等轉側都毋得。落雨个時節，地泥濫巴

漬灂4，外背落大雨裡背落細雨，間肚滿哪仔都愛提面盆去承水，抑

係提水衣布仔去弇東西。係堵到發風搓个時節，歸家人就愁屋頂分

風搓掀忒。屋頂係掀忒，𠊎兜恁多姊妹就衰過咧！衫褲總係溼溚溚

仔，樵草乜溼溚溚，無法度起火，就無法度煮食，歸家人就愛枵肚

屎。 

茅寮屋有兜人講穿鑿屋，都係用竹仔做屋身、做樑，竹仔愛用

較老氣个正較砸較耐。竹仔摎竹仔之間無用釘仔，全部鑿榫鬥空，

再用竹仔破篾皮來䌈分佢絚。再摎甖仔泥加沙仔再放兜仔牛屎分牛

仔用腳去蹬去灂5，等到灂合以後再摎這兜材料膏上去粉平，面崠再

                                                       
4 濫巴漬灂：音 lamˋ baˇ zid ziog；非常泥淖。 
5 去蹬去   灂：音 kiuˋ demˋ kiuˋ jiog；用腳任意踩踏。 

粉石灰，恁仔白白䀴起來較光生6。 

屋頂係茅仔、稈、沙蔗仔抑係甘蔗葉炙燥，放齊攤平以後再用

竹篾仔去合，一層一層重上去个。屋頂逐年都愛重一擺，係無見擺

落雨時節就會漏汊汊仔。 

該當時細妹人大部分都做毋得去學堂讀書，愛在屋下𢯭做事，

撿樵草、草結、炆汁供豬仔，又還愛照顧老弟老妹、煮三餐，無一

時閒。係堵著愛重屋頂，𠊎愛去溪壩甘蔗園擘甘蔗葉轉來重屋。該

下擘蔗葉係違法个，分人捉著會扭去衙門，大家人都異驚。頭擺人

講：「敢去就有一擔樵，毋敢去就屋下愁。」為著愛有涼爽个屋仔

來戴，囓牙乜愛去，人講「時到時擔當，無米正來煮番薯湯。」 

𠊎後來嫁分𠊎老公，戴个屋仔比𠊎外家有較好一息，這張相片

个泥磚屋就係𠊎兜頭擺个屋。泥磚屋揜个係瓦，無像穿鑿屋恁麻

煩，毋使年年重屋頂，落雨也毋驚會漏雨。 

人講：「省食有好伸，省著有好囤。」𠊎摎𠊎老公煞猛打拚、

省省儆儆，省著一息仔錢，起過磚仔屋來戴。又講：「食毋窮、著

毋窮，毋會打算一世窮。」下二擺你愛認真讀書，做人愛正當，絕

對毋好去學壞哦！ 

聽忒阿嬤講个古，正知做麼个阿嬤這毋盼得食、該毋盼得買，

恁省儉个原因咧。 

 

                                                       
6 光生：音 gongˇ sangˇ；光亮。 



106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饒平腔） 

編號 5號 

【爺哀行過个路】江昀原作 

該日，特別行一輪家鄉个大路，從山頂溜下來，過一枋仔橋，

這枋仔橋毋知分大水打忒幾多擺，頭擺用枋仔探，當遽就歿忒，過

後用紅毛泥又乜分大水打壞忒，整好又壞，壞忒又整。該下，橋過

來係一條黃泥石牯个大路，想著頭擺阿爸打赤腳對山頂㧡歸百斤个

火炭行這條路个身胚，天時翕熱、汗流脈落，摎阿爸矺到腰鉗背懸。

阿姆腳短短人矮細，佢係歸伙房盡會做个婦人家，阿姆當年在這條

大路㧡等茶米、香茅油、油鹽該兜重鈂鈂个擔頭，用青春換來一屋

下大細个燒暖。 

今晡日，䀴著恁大條个路，鋪馬膠整到平平平，大車細車密密

過，了少个拖拉庫運轉手，難得䀴著偏僻个山路有人行，𢫦𢫦風喇

叭「叭叭叭」大嫲聲，頭磬磬專心行路个人，會著驚嚇到愛轉去收

驚。 

擔硬个爺哀，祖公戴到這偏僻个大山頂，無月給好領，落食當

困難，單淨有一細垤茶園好耕定定，緊工時節換工又乜賺飯食定

定，無錢好轉屋，青菜、番薯自家種，無米又無田，糴米油鹽項項

愛現金，阿姆畜幾隻雞仔，乜愛㧡下山過溪壩，行過這條黃泥石牯

路，擔竿一頭兩隻雞仔，路頭又遠，辛苦喔！行點過鐘正會到街路，

重鈂鈂又緊奮个雞仔，實在賣無兩點錢，跈等就愛糴米買油鹽㧡轉

山頂，膴身又無半銑錢，畜正成年个雞仔，換無幾斗米，煮番薯摎

米个日仔又乜恁樣過，戴到大山背个人，正經苦到屙痢肚。 

跈等大路緊行，行幾下公里，無堵著半儕，衰過个爺哀，該量

時寒天寒颼颼，熱天像扐火囪，算來仰般耐過來，畜大一陣比粽擐

還較大擐个細子？ 

好得爺哀想較長，為著子女个前途，幾十年前煞煞賣忒山，舊

屋無價準搭秤頭送，正搬到都市戴，分𠊎兜受教育，毋使再過㧡擔

蹶山做苦事。毋過今晡日日頭還烈哪，炙到歸隻人會燥忒去，還行

毋得到街路，歸路有田坵、竹園，就係無半間屋，連一坎店就無，

行到兩隻腳會斷忒，還䀴毋著有人屋，仰結煞正好哪！這條大路仰

會恁長，請問天公伯，這條路敢做得透到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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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號 

【漚雨】張美容原作 

恁久來，逐暗晡个落雨聲，總係像躁光7个細子，在𠊎半睡半醒

个夢中，噦噦嘶嘶8、穿上穿下，無一暗有好恬靜恬靜睡。想起頭擺

人聽著雨打芭蕉个聲音，心肝肚就愁愁慮慮，𠊎這下還聽著雨打在

布篷9頂，叮叮咚咚、淅淅錫錫个聲音，吵到人日夜煩躁、食睡毋得，

比較起來，還係較欽羨古人。 

夜夜落雨就算咧，逐日天一光擘開目珠，䀴著个係烏暗烏暗个

天空，聽著个本本係博人惱个雨聲，心情跈等就慍悴起來，在這又

溼又寒个天時出門上班、上課，一路塞車，為著赴時間，大家就少

忒耐心，「叭！叭！叭！」个喇叭聲響無停，弄上弄下10个奧多拜，

還危險正得，一下無細義，還會分路過个車仔洩到一身泥水。天時

毋好，心情毋好，大家全都失忒好天時个平靜摎忍讓。 

雨漚無停，𠊎最疾个係原本屋前、屋背開到鬧鬧11、靚靚个玫

瑰、海棠、櫻花，分雨涿到撥撥跌12，實在打爽。毋過，最難為个

                                                       
7 躁光：音 cauˇ gongˋ；活潑好動。 
8 噦噦嘶嘶：音 ve ve seˋ seˋ；大聲嘶喊。 
9 水篷：音 shuiˊ pung；遮雨的棚子。 
10 弄上弄下：音 nungˇ shongˋ nungˇ haˋ；鑽上鑽下。 
11 開到鬧鬧：音 koiˋ doˇ nau+ nau+；開得很繽紛的樣子。 
12 撥撥跌：音 badˋ badˋ died；紛紛掉落。 

還係婦人家，因為漚雨，衫晾到無位好晾，一屋溼溼溚溚，拚掃也

毋方便，細子日日關到屋下，拐就拐毋核13，實在辛苦。老人家本

來在寒天時做得出去炙炙日頭、打打嘴鼓，這下因為漚雨，斯做得

坐在屋下啄目睡，乜當毋慣。最得人畏个還係菜錢，青菜因為漚雨

綿忒，動啊著14就起幾下倍，水果乜係貴參參仔15，買毋落手。生理

人也怨怪，寒颼颼个落雨天，打狗就毋出門，生理難做啊！逐儕斯

想：「這雨到底愛漚著幾時，好停咧！」 

有一日，本本係落雨天，𠊎擎等遮仔、跔等頸筋出門，䀴一眼

滿地个落花，心情就像這天時恁毋好。無想著火車經過莊下時，一

片青溜溜个田，餳著𠊎个眼光，蒔落去無幾久个禾仔，隻隻精神百

倍，臥等頭享受雨水个滋潤，一陣風吹來，個個在水中歡喜跳等芭

蕾。䀴著這光景，𠊎正分醒16，天下事總有兩面，有利就有弊、有

得就有失、有圓就有缺，毋好總用自家个立場來䀴萬事萬物。 

「漚雨漚到人就會生菇囉！」儕儕堵著就恁樣喊。毋過，𠊎這

下學會轉換𠊎个心情，利用漚雨清閒个時節，恬下心來，放慢腳步，

用音樂、書本摎咖啡、清茶來配合雨水个節奏，也學會打開心胸，

接受落花變做春泥護花个多情、還學會欣賞落雨天種種个詩情畫

意。 

                                                       
13 拐毋核：音 guaiˊ m hedˋ；拐騙不住。 
14 動啊著：音 tungˋ a+ doˊ；動不動。「動啊著」字面義為「一動到、一碰到」，「啊」
表動作短暫的意思。引申為「動不動」，指人容易且慣性的作出某個動作或反應。 

15 貴參參仔：音 guiˇ semˋ semˋ er；昂貴的樣子。 
16 分醒：音 funˋ siangˊ；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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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號 

【行春】邱一帆原作 

新春時節，帶等輕鬆、歡喜个心情，跈等定定仔、毋使鬥緊17个

腳步，到外背去行行尞尞，䀴山䀴水、䀴樹䀴花、䀴世間靚靚个風

景摎色目，這係「行春」，毋係「走春」。 

新春在南庄，路脣个櫻花一頭一頭開出靚靚个花，有个水紅，

有个啾紅，還有个暗紅，當像在該歡迎春天，乜當像在該歡迎來南

庄行尞个人客。每一頭櫻花樹、逐蕊櫻花就有無共樣个形投摎色

彩，就像逐儕，用無共樣个生命戲碼，表現自家。濛煙、涼風相逐，

雨水、日頭換位，展出把變个面容，春天多姿多采个本色。遽遽，

用慢慢个步腳，行春到南庄。 

南河摎東河合水18个所在，就係中港溪个起頭。向南䀴去，虎

山著起綠色个衫，摎頭前櫻花个紅鬥搭，清清个流水唱出春天个歌

聲，還吂謝忒个芒花跳起青春个舞步，還有樹頂打到結結个橄欖，

在涼風中搖啊搖。這時節，坐在石駁頭凳仔頂，目金金緊䀴青山、

流水、綠樹、紅花，所有彩色个、恬靜个、鬆爽个、歡喜个心情，

                                                       
17 鬥緊：音 deuˋ ginˋ；趕緊。 
18 合水：音 gabˋ fiˋ；河流交匯。 

自然在自家个㪗氣、在自家个血脈裡肚緊流，漸漸流入腦筋肚、行

上心肝頭。這時節，留一份恬靜分自家，毋使去爭買老街屋簷下个

豬籠粄、乜毋使去搶買桂花巷个桂花釀，就恁樣鬆爽，䀴康濟吊橋

在空中散步，䀴天頂高个雲霞變換無共樣个身裝，乜做得目珠眨起

來，聽自家个心跳、聽自家个心情講話。 

行上海拔 735 公尺个昂天湖──一隻面向天頂个陂塘，還來毋

掣掀開祕密个面紗。圓舞場面頂一大群个濛沙煙還在該打潑犁19，

就像細人仔樣逐就逐毋走，毋使吵毋使鬧，等到日頭出來，涼風吹

過，濛沙煙就走到尾瀉屎20。該係矮靈祭時節青青个草坪，月光晟

照、濛沙煙肚，賽夏族人著等傳統服裝、繫等臀鈴、擎等月光旗，

跈等祖靈祭歌，跳等蛇形樣个舞蹈。為著逐走雨水濛煙，帶轉月光

清風，姓朱个長老擎等鹿仔樹皮編出百步蛇樣个神鞭，在祭場中央

緊拂緊拂，這場景一齣一齣就在自家个目珠肚演出。再行入脣頭个

賽夏文物館，坐到簡報室裡肚，你做得䀴著雷女下凡个故事，乜做

得了解矮靈祭典个由來……。 

戴在南庄个𠊎，心肝肚當確定，行春就愛定定仔行、定定仔䀴，

毋使走遠。 

 

 

                                                       
19 打潑犁：音 daˋ padˋ le；不得所願，而哭鬧。 
20 尾瀉屎：音muiˇ siaˋ shiˋ；形容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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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 號 

【阿興个望想】劉玉蕉原作 

冬節吂到，像刀樣个冷風斯一路劈來咧，冷颼颼个風，對阿興

个衫領、衫袖鑽往入，在膴身一輪咧，跈肚臍下个開口溜出來，

阿興牙根齧等，礫礫矻矻个雞嫲皮，挲毋平，勻勻鋪歸身，斯摎該

正挷忒毛个雞皮共樣。還寒哦！交風21个面頰緪繃繃22，因致牙根出

力，分該原旦斯歪一片个闊嘴，這下䀴起來越致23歪竵，還媸哦，

鏡肚个自家，實在係屙痢毋得24！ 

寒囉囉个天時，尿又特別多，對座位蹶跆起來，對阿興來講係

大工程，無異載力25个腳，瘸瘸个手，屎朏愛隨時準備等，半爛燦

該手腳毋聽講，玄玄風斯會分佢頓去必析26哦。真無簡單蹶跆起來

咧，「呼！」敨下氣，企分佢在，驚分阿興撞著，共樣手腳無已生

活个同學，這下逐個都閃遠遠，暫時分佢恁樣橫打直過。徙步，過

徙步，怪奇，明明𨃰到頭前，做麼个顛倒打卵退？新打个鐵鞋䌈在

                                                       
21 交風：音 kauˇ fungˇ；受風侵襲。 
22 緪繃繃：音 hen bangˋ bangˋ；繃得很緊。 
23 越致：音 rhiedˋ zhiˋ；更加。 
24 屙痢毋得：音 oˇ liˊ m dedˋ；糟透了。 
25 載力：音 zaiˋ lidˋ；承受力量。 
26 必析：音 bidˋ sagˋ；裂開。 

腳項，䀴起來有頭家个派頭，到徙步該下正知，唉，有罅重！ 

食飯係盡歡喜个事頭，打早斯分交通車載出門个阿興，吂到半

晝，肚屎斯嘰哩咕嚕打鼓咧，飯菜香對三樓衝上六樓來，仰般安心

得27？簡簡單單个入袋手工，分胃腸一搣，十五隻放一堆，較算都

毋著，較點都毋清，張袋个志工阿姨頭緊拂，「阿興哪，又毋著哩

喲！」唉，堵著食這層事，肚屎一枵頭斯暈，毋單淨手腳無力，連

頭那肚个東西都作怪哦！歸班七、八個人坐一張桌，先生將飯摎菜

張入阿興个大碗公肚，上背還過放一垤烰个豬排，「做得食咧，等

下𠊎正摎你剪細垤。」先生講。抓著湯匙，鏟入碗公肚，半口都吂

吞著，斯搣著歸桌咧，幾下到碗公還險險跌落桌下，將就用頭那堵

等碗公，阿姆哀，愛食佢都難哦，該載志工阿姨遽遽過來𢯭手，三、

四十歲咧，㘔恁大人28還愛人𢯭飼，講起來有罅見笑！ 

「阿興，這恁久行路有較進步哦，加油兜，手腳伶俐29咧斯做

得去庇護工廠做事，加賺兜錢好討餔娘哦！」聽著這兜話，阿興嘴

角翹往上，目神肚，有歡喜，有盼望，正常个人生，在佢个心肝肚，

千轉百轉30複習了又複習，毋知幾多萬萬遍咧，佢乜想愛心邊有人，

乜想愛有屬於自家个家庭，這兜敢係妄想？哪日正會實現？單純个

阿興，無怨嘆，淰淰个望想，日日期待，總有一日會做下實現。 

                                                       
27 安心得：音 onˇ simˇ dedˋ；定下心。 
28 㘔恁大人：音 saiˇ anˋ taiˋ ngin；猶如華語的活那麼大把歲數，粗魯的說法。 
29 伶俐：音 lang liˊ；俐落。 
30 千轉百轉：音 cienˇ zhanˋ bagˋ zhanˋ；千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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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號 

【水粄31】陳志寧原作 

恁久毋知起麼个癖？晨早跆起就想食粄！ 

還細戴在姐嬤屋下，逐日臨天光就分舅姆喊跆起，去廳下先拜

神，再入灶下跈等佢共下做粄。舅姆做水粄賣，𢯭手顧一家人个食

著。天吂光，灶下就𠊎兩個人，事頭對一個細人仔來講有過辛苦兜

仔，毋過等舅姆做好粄，有兩碗水粄做得食朝，論起來也係幸福个

生活。 

這下自家成家咧，上班个人堵著放尞日，輒常睡到日頭炙屎

朏，等行到菜市場愛來買水粄，就淨䀴著空空个攤仔，全部賣淨淨

伸半息都無。想愛食又早早跆毋得起，仰結煞正好？愐呀愐！就自

家來學做正著。 

決定自家動手學做就愛認真，對網路肚尋資料參考，問阿姆佢

兜有經驗个人。一步一步將買來个在來米粉加水摝好勢，漕入碗，

再放在電鍋炊。炊粄个時節，做得來炒香料，等到香料炒好水粄乜

差毋多炊好咧！ 

頭一擺炊好个水粄，上背水水32、下背硬硬。做得食，毋過口

                                                       
31 水粄：音 fiˋ banˋ；一種以碗盛入在來米漿蒸製而成的食品，北部稱為「水粄仔」。 
32 水水：音 fiˋ fiˋ；水分過多的樣子；本文指如漿糊狀，無法凝固的狀態。 

感無好。去請教阿姆佢兜，得著个結果係在炊水粄該下，久久仔愛

摝幾下米漿水，該米漿正毋會停腳33，變做下背硬硬、上背水水个

情況。經過阿姆佢个提醒，再愐起還細䀴賣粄仔个舅姆炊水粄，佢

正式會打開籠床34蓋仔，過用箸摎每一碗摝過正繼續炊。該下還細，

對異多事情都毋會去多想，就無去了解做麼个舅姆會恁樣來炊水

粄，這下了解事情个原因，斯做得學著一擺寶貴个經驗！ 

知得失敗个原因，𠊎就興喋喋35仔再做一擺。這下知在哪個過

程愛注意麼个，定定仔莫恁鬥緊个，該36愛摝過个米漿水就一碗一

碗摝過，該愛炊幾久个時間就炊幾久，這兜過程半息都拖皮37毋得。

最落尾炊出來个水粄食起來分阿姆佢兜安𧩣得，這下正式成功咧！

下二擺愛食水粄，毋使再過早早跆起去菜市場赴人个時間，又合有

好享受自家好食个美食咧！ 

阿姆佢兜䀴著𠊎學做水粄，㖸到喊毋敢，緊問做麼个愛恁麻

煩？𠊎應佢兜講，其實食等水粄个時節，𠊎總係會愐起還細戴在姐

嬤屋下，每日臨天光該下，跈等舅姆在灶下做水仔粄，等𠊎食過朝，

佢𢱤炊好个粄出去賣。該下年紀細，又無好跈在爺哀个身邊，毋過

還有人來惜。這下自家做得照顧自家，食等自家做个粄，愐起頭擺，

這水粄仰會恁香入心肚？ 

                                                       
33 停腳：音 tin giogˋ；沉澱。 
34 籠床：音 lung cong；蒸籠。 
35 興喋喋：音 himˋ diaˋ diaˋ；興沖沖。 
36 該：音 goiˇ；應該。 
37 拖皮：音 toˇ pi；耍賴、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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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 號 

【文林閣38】林伯殷原作 

記得𠊎差毋多愛考高中之前，阿姆有交代𠊎除忒愛煞猛讀書以

外，自家定著還愛尋時間去芎林文林閣拜文昌爺。因為爺哀上班無

閒好摎𠊎去，𠊎就尋一日騎等自行車去街路湊國中同學，兩儕提等
39金香共下去拜。該央時就係照等爺哀講个話來做定定，毋會想恁

多，等到自家做人爺哀，渡等細子40去拜文昌爺个時節，正了解麼

个安到「盡人事，知天命」。原來阿姆喊𠊎煞猛讀書就係先盡人事、

讀好自家愛讀个書，伸著个正係命，正愛䀴41自家有福氣無？拜文

昌爺就係祈求自家堵著困難个時節毋會礱礱舂舂42，做得順利得著

高分，通過考試个門關。 

䀴著恁多人來拜文昌爺，就知讀書摎通過考試係人生个大事

情。逐年，會到高中、大學入學考試个時節，有兜學校盡工夫，校

長、主任摎先生會帶等全部參加考試學生仔个准考證，加上包仔、

粽仔來拜文昌爺，拜好轉去再過發分學生仔，希望經過文昌爺个保
                                                       
38 文林閣：音 vun lim gogˋ；指芎林文昌廟。 
39 提等：音 te denˋ；拿著。 
40 細子：音 seˋ ziiˋ；孩子、小孩子。 
41 䀴：音 ngiangˋ；看。 
42 礱礱舂舂：音 lung lung zhungˇ zhungˇ；慌慌張張。 

祐，大家做得「包中」自家想愛讀个學校。有兜在外莊戴个鄉親，

到考試之前，乜會䟓䟓43渡等細人仔轉來芎林拜文昌爺，在廟肚，

輒常會䀴著歸屋下人共下44擎等香誠心誠意在該許願，大家總係希

望文昌爺做得保祐參加考試个親人有加兜金榜題名个機會。 

一行入文林閣肚，就會䀴著兩旁脣个壁列貼淰榜單，廊下乜懸

等45異多還願个龍燈，感覺當像有盡多前輩在該鼓勵自家樣仔，分

大家較有信心來面對將來个挑戰。文林閣最早係先生講學个位所，

背尾，撥出廟後个所在來設立芎林國小，分莊頭个細子有地方來好

好讀書，又再過創設獎學金來獎勵清寒个學生，對當初設立到今百

過年來，文林閣在實際上摎精神上，毋知嘉惠了幾多讀書人。 

在臺灣，主祀文昌爺个文昌廟無幾多間，芎林个先民有設立文

林閣个眼光，實在係對地方文化摎後代教育个重視，大家來拜文昌

爺个時節，除忒求自家个功名之外，乜千萬毋好毋記得先民个苦

心！ 

 

                                                       
43 䟓䟓：音 dangˇ dangˇ；特地。 
44 同下：音 tung haˊ；一起。 
45 懸等：音 vienˋ denˋ；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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