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社會組（大埔腔） 

編號 01 號 

【鵝情】徐維莉原作 
媽祖生正過撇，雙連陂頂項个日頭花，七早八早斯跋䟘床，

嘎嘎滾个鵝，在水波粼粼个中大湖打嘴鼓。野蕒對泥肚暴出浸青
个葉，這陣鵝怕係鼻著青草个乳臊，短短个腳相賽蹶上崁，肥卒
卒个屎朏緊行緊𠃛1，圍緊野蕒吮無停。過路个細阿妹頓腳，翕相
翕無停，緊安𧩣講：「還得人惜哦～」敢正經有恁得人惜咩？ 

還細个時節，阿奶乜畜有一大陣鵝，佢總係愁該陣鵝無食飽
會畜毋大，逐日天吂光斯走去菜園摘淰淰一大菜籃蕒菜，喊𠊎將
蕒菜切幼來分鵝食。𠊎兜一張矮凳板坐在簷脣下个樹楯脣，阿奶
叮嚀講：「愛細義哦，手指愛勾起來，毋好伸長長，正毋會切著
哦。」背瘟瘟个阿奶，拿一隻樹盆舀一大杓礱糠攪飯，還會摻一
屑麥片同包粟米落去，𠊎講：「阿奶，鵝有飯食又有菜好傍，食
恁豐沛哦！」阿奶笑笑講：「恁泥厥个腸正會胖大啊！」毋知鵝
个腸有胖大無，𠊎總知愛倒菜葉該下，定著愛企較遠兜，毋好恅
著𠊎係驚躪著該青青个鵝屎，實在係𠊎驚一失神分該大鵝公吮
著，該～～斯死皺咧，該一大搭烏青，正經～斯賺著有好疾咧！ 

該央時，正三、四歲邊个細老弟同表老弟乜已好搞，走上走

                                                       
1 緊𠃛：音 ungadˋ；屁股左右甩動。 

落去弄該陣在禾埕食草个鵝，鵝分厥等弄去火著咧，頸根挷長
長，嘴擘開開，嘎嘎滾囫緊過來，這兩個戇牯還恅著鵝同厥等搞
「鷂婆捉雞子」，暢去哈哈大笑走分鵝逐。這時節厥等看著一隻
在邊脣食草个鵝豚，兩儕跍低低，滴滴咕咕講細聲話，恬恬行偎
去，一𥍉目該隻鵝豚个長頸根斯分厥等抓著，兩儕過鵝豚个背
囊，揢核厥頸根，屎朏坐啊落去，將鵝豚準馬來騎，這擺斯正經
好搞咧。聽著兩兄弟搞都極極滾个笑聲，阿奶行過來看著該隻硬
硬會昏撇个鵝豚，老弟看啊著阿奶，著屎驚，手一放，阿奶遽遽
將鵝豚承起來，講：「孤盲正得～這仰結煞正好！」，翻轉頭開
聲罵：「你這兩隻猴精，麼个毋好搞，捉鵝來搞？這無修理哪會
使得！」阿奶竹修擎高高，老弟嚇去目汁溚溚跌緊跳，噭垂垂
講：「𠊎毋敢咧啦！」阿奶罵都砰砰滾，老弟噭去噦噦滾。阿爹
堵好對田項轉來，問講：「做麼个？做麼个啊？」老弟跈核阿爹
个背尾遽遽楔入廳下，阿奶輕輕扐起該隻鵝豚行去屋背，緊行緊
講：「下次擺愛跈著來，知無？這下愛先去做仙哩喲！」 

前兩年，阿奶百歲過身，跈阿爹上天頂做仙咧，逐擺行過靚
靚个中大湖，聽著該嘎嘎滾个鵝聲，斯會想探頭問：「阿奶，天
頂个光景靚無？若兩儕係毋係逐日逍遙自在牽手雲遊四海啊？拜
託同天頂該隻鵝豚講：『該兩隻細猴精，這下有認真做頭路，惜
爺惜哀惜子惜餔娘，拜託你原諒厥等好無？』」青山白雲映照水
面，白鵝綠水泅過，正正聽著一聲一聲應講：「好！好！好！」
有若等做伴，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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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2 號 

【牛眼樹下】邱坤玉原作 

有兜事一生人都做毋得，有兜事情做一生人會遺憾1！ 
入到仲夏个時節，地勢高平个美濃山下，一股一股个熱氣衝

毋過月光山，顛到滾滾落來，該熱氣緊衝斯緊燥，歸個暑假个熱
氣，惹去牛眼花開歸樹，飛到歸美濃山下。 

阿玉做該毋成生理，好得討个餔娘性體馴善乖張，恬恬無打
無扮，見看著人斯開容笑面！看著老公日合夜無閒濟借，人講
「能管千軍萬馬，難管廚房灶下」，佢無論麼个四頭四尾全全擔
起來，相夫教子當做家，實在得人惜，鄰鄰舍舍，人人安𧩣都會
企起來！ 

毋過，愐著還有爺哀戴在莊下，逐日上班又無法度日日問燒
問冷，實在係人在屏東心在美濃。已久無轉去咧，拜六朝脣打早
䟘床，餔娘整理好大擐細擐，正喊老公載歸家屋人轉美濃。 

細人一入門看著阿爹阿奶，大家揇共下歡喜都奈毋得！還愛
阿爹帶厥等去放紙船。吂知阿玉這個憨牯，前腳正踏入門，後腳
斯心肝毋定，無體恤著阿姆念孫个心肝，平常時無大細陪在身邊
个冷淡，佢逐緊緊斯講： 

「阿姆，𠊎天光日打早斯愛轉屏東哩喲！」 

                                                       
1 遺憾：音 vuiˇ hamˋ；遺憾。 

「毋係正轉到屋咩？屎朏都吂坐燒趕麼个，唉……」 
「𠊎乜想……毋過……」 
「好啦！阿姆知啦！」 
恬恬靜靜个暗晡頭，露水越來越重，狗吠聲越聽越心焦，連

星都失撇笑容，失落个心情已像阿姆失撇愛子个寂寞！屋背个月
光搖搖擛擛，點點光影晟在歸樹个牛眼項，晟去黃色个果皮透
光，果肉水分飽滿，一粒一粒像黃金个樣。 

屋背牛眼樹下唏唏娑娑个聲，吵著大家…… 
「阿姆，恁暗妳跋恁高做麼个？」 
「阿玉，你從細到大都好食牛眼，這下牛眼又飽又熟，加摘

兜分你帶去屏東食啦！」 
「哎哦，阿姆，樹恁滑、牛眼椏又重甸甸，毋好跋恁高，𠊎

屏東買便斯有！已便宜！」 
「戇人，屋家个較甜！」 
惜子个心情斯像這頭老牛眼樹，愛分牛眼弓都粒粒水份飽

滿，毋過等到水份飽滿咧，又一粒一粒離開樹椏，跌去滿哪都
係！這敢斯係天下父母心？阿玉頭犁犁探毋起來，佢知做人爺哀
盡堪毋得个係——子女「離開」！ 

「毋怕，牛眼熟斯會㪐蒂，毋使愁！」 
「帶去，這兜牛眼帶去屏東，想食斯有。毋好恁無閒，身體

愛顧，事頭久久都做毋撇，毋好連目都睡毋足，知無！」 
「好啦……」 
暗夜，露水緊來緊重，月光嗄緊來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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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3 號 

【炆汁】李得福原作 

愐著讀小學个時節，放學轉到屋家，炆汁斯係吾个事頭，𠊎
若煞猛𢯭手，斯會減輕阿姆个辛苦。這種輕連事，對𠊎來講兩下
半斯做好咧，學校作業較少之時，𠊎還會洗米煮飯、擇好、洗便
青菜，等阿姆放工轉來好煮暗餐。 

炆汁斯係煮餵豬个料頭，𠊎將阿姆剁好个豬菜抔1落大鑊肚，
放水放到堵好浸沒2豬菜，水忒多忒少都使毋得。將鑊蓋弇好，用
檳榔葉縈3个草結起火，正過燒檳榔葉个硬殼，將一皮一皮晒燥个
殼，窿入灶空肚，火當猛一下那斯熱灶咧，這下機會來哩喲，𠊎
會偷偷揤幾條番薯放入大鑊裡肚，等下兄弟姊妹放學轉來斯有點
心好食。鑊頭肚嗶哩哱嚕緊響，水滾咧斯毋好過再燒火，愛將鑊
蓋打開來，若無豬菜會忒綿，炆个汁會黃撇臭沊臭沊4，豬較無愛
食。 

田坵个豬嫲奶生來當靚个時節，阿姆會挷兜用畚箕㧡轉來，

                                                       
1 抔：音 bud^；雙手同時將東西兜捧起來。 
2 浸沒：音 zimˋ mudˋ；蓋沒，淹沒。 
3 縈：音 rhang+；結成，綑成。 
4 臭沊：音 chiuˋ demˋ；難聞的氣味。 

摻一屑黃豆箍落去炆，衝去歸灶下香餑餑，豬食都吼吼呷呷5。一
半下，野莧菜生都歸菁園，阿爸會割做一綑一綑，用籮索一擔一
擔㧡轉來，像豬菜共樣剁綿來煮，放兜黃豆箍騙豬，豬乜食淨淨
連渣都無伸。 

弓蕉園係有刪撇6較嫩較細條个弓蕉筍，阿爸又乜會載轉來，
用菜刀剁畀綿綿抔入大鑊肚煮。下把下繳弓蕉打撇个弓蕉尾，割
撇个散條蕉，又乜攞攞揫做一鑊熟；煮弓蕉筒分豬食，久久正堵
著一擺，愛在點過番薯秧，豬菜還吂大，無豬菜好摘之時，正會
煮弓蕉筒餵豬。 

見炆汁係有放弓蕉落去煠，吾等斯會行去大灶邊，拿大鑊撩
勾弓蕉，煠去烏烏个蕉尾擘開來搵豆油食，鹹甘鹹甘已爽口，肚
屎枵咧一條過一條食毋知飽，該帶兜臭沊臭沊个汁蕉，係𠊎盡難
毋記得个弓蕉味。今這下愐著會去買青弓蕉轉來煠，一擺兩擺總
煠毋出共樣个童年味瑞。 

聽阿爸講，炆汁畜肥个豬，肉質承牙7有甜味較好食，逐擺賣
大豬分㓾豬个，價數都比隔壁鄰舍較好價，阿爸也會拜託佢留十
斤三層、一對豬前腳、擐轉來放冰箱个冷凍庫冰，慢慢煮來食。 

                                                       
5 吼吼呷呷：音 hoˇ hoˇ gabˋ gabˋ；形容好吃而大口大口吃的響聲。 
6 刪撇：音 sion+ ped^；淘汰。 
7 承牙：音 shinˇ ngaˇ；有咬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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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个米籮】彭瑞珠原作 

識看過冬下个米籮，跈人在田坵做事，承起一抔又一抔个禾
穀，分人一擔又一擔㧡去禾埕，晒起一壟過一壟个收成。該一壟
一壟晒燥个精穀，張入米籮、㧡入穀倉，堆去高高，堆起，一穀
倉个豐收。 

識看過春天个米籮，分人擐去沾穀種，分人拿去㧡番薯，承
核農家人个煞猛、承起一屋家人个想望。該春天个米籮，也識張
核臭乳臊个細孲，分佢挷核大人个衫尾，用比地泥較高一屑屑个
高度、在米籮裡肚晃晃甩甩，跈人行入春天个山色。 

識看過熱天个米籮，張去淰淰一杷1又一杷惹惹杈杈个牛眼，
張淰淰一粒過一粒飽滿飽滿个土檨。該兜土檨，係屋面前个老檨
樹打个；該兜牛眼，係滿園个老牛眼樹、新牛眼樹打个。 

「該閒間，有檨哦，細孲嗶厥等摘好咧。係有閒，愛記得轉
來，載兜轉去𢯭食。」 

嫁出去个妹，總會在熱天接著做阿爸儕難得个電話，喊厥等
轉去拿兜從細食到大个果子。厥等對米籮裡肚抔起來个，係阿爸

                                                       
1 一杷：音 rhid^ pa+；一串。 

个惜；厥等對米籮裡肚，還聽得著个，係阿爸个叮嚀「係有閒，
愛記得轉來」。該兜熱天時節个果子，總係在米籮裡肚張都淰
淰、堆去高高，一年又一年。 

識看過秋天个米籮，張核大嫲粒个冬瓜、黃瓜，分人用擔竿
㧡入灶下。係幾有肉个冬瓜，愛用米籮去㧡呢？ 

「唉哦，吾菜籃怕擐佢毋贏哦，斯愛米籮正奈得何！」 
該係阿奶留个好種，該係阿姆煞猛淋水、斷心2種出來个大冬

瓜、大黃瓜。一籮一籮青皮个冬瓜、黃皮个黃瓜，分人用米籮對
菜園㧡入灶下，塞去一灶下秋天个色水。 

四時个米籮，不時都入夢，因致米籮裡肚，還張核阿爹在山
園个身影，還張核阿爸對子女个愛惜。因致米籮裡肚，識承核阿
奶个想望、識承起阿姆个煞猛。因致米籮裡肚，識張核𠊎晃晃甩
甩个童年。拶腹个米籮，識承起一屋家人个想望，識張淰歸屋家
人个感情，也識堆高一年又一年个收成。

                                                       
2 斷心：音 don^ xim+；摘心，使蔓藤瓜類結果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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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花先生】林伯殷原作 

阿輝伯姆已好種花，厥屋脣个花一年四季輪緊開，輒輒有好
看花个人去厥花園遶遶尞尞。同阿輝伯姆較熟絡个人大體都知，
朝脣頭、臨暗頭愛尋佢，直接行去花園斯尋有，毋使先去屋肚加
宕一下，因為，佢有閒斯會在花園肚摸花，也使得講，淋花、綁
草、落肥、剪椏、換盆等等花園肚个事，佢根本都毋識做煞，逐
頭花佢都看做寶，細心細義照顧，花經過厥个手，斯像換過新衫
个樣，生都又靚又有精神。有兜鄰舍種毋生个花，還䟓䟓拜託佢
救，等過一站，花可能生都連主人都險險認毋出，大家安𧩣佢恁
會種花，阿輝伯姆總係笑笑應講：「若等愛上班做事，時間哪有
𠊎恁多！」毋過，大家都知佢對種花已用心，應个係顧謙話忒
等。 

在𠊎戴个莊頭，種菜个人多過種花个，阿輝伯姆頭擺乜係種
菜較多，自從試著種花有趣味了後，慢慢收集各種花秧，花正慢
慢變多，有兜人知佢好種花，會拿花來送分佢，也有人湊佢共下
去花市看花、買花，久咧，阿輝伯姆嗄變做本莊个「種花先
生」，厥屋家自然變做討論種花个場所，大家有堵著種花个問

題，第一個斯係想去請教佢，佢也已大方，麼个花都已盼得分
人，有兜花傳到厥手，等一駁，遰開來，又傳分別儕，有人斯笑
講：「賣花个硬硬都會無生理咧！哪個人還敢賣花分佢？」有兜
鄰舍受佢影響，變都已好看花，斯起勢在自家个屋脣、菜園角學
種花，各式各樣个花斯恁泥漸漸在社區開出來。 

成半下，阿輝伯姆同花友會共下去學校做奉工，𢯭手種花、
整理環境，佢會先看好花愛仰脣種、樹椏愛仰脣鋸，正請大家來
動手；有兜手腳毋罅个所在，花草久無人治理1，佢也會自動去修
剪、淋花，佢毋單淨惜自家種个花，連公眾个也共樣，有看著毋
順个所在，斯準備愛出手。 

阿輝伯姆已愛鬧熱，大家除撇好去厥屋家看花以外，也好去
尋佢坐尞。厥倈利用屋脣个大樹椏䌈一個晃槓分細人尞，熱天
時，細人在樹下甩晃槓，大人在樹下看花、講花，做下都恁樂
暢，成半下，佢會湊鄰舍來看厥倈正對外國翕轉來个新相片，大
家共下講天說地，歸間屋鬧熱濟借。目前，阿輝伯姆个子兒將這
隻屋提供出來，做公眾推廣環保活動个場所，對種花、惜花、奉
工到環保教育，種花先生應當無胚想著會有這兜轉變。

                                                       
1 治理：音 zii+ li+；照顧整理。 



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社會組（大埔腔） 

編號 06 號 

【大擐細擐】賴維凱原作 

在高鐵項，肚屎既經變背囊咧，看頂高架項大包細包个等路
重鈂鈂，嗄敗勢解開來食，高不將打電話分阿姊看暗晡夜煮麼
个。阿姊講暗晡夜無煮，冰箱項正伸著一碗公舊飯，害𠊎暢下。
𠊎講該定著還有嫩薑！阿姆逐年這時節都會滷嫩薑，滷好一大面
盆，斯會同阿姊平常時好食个菜：蕨、皺蕒1、肉丸、嫩薑牛肉、
炒大腸、地豆排骨湯，還過自家尖个煙腸……，做一到擐去臺南
厥妹个冰箱項冰起來，阿姊講𠊎仰恁知總？還講前幾日阿姆正對
屏東擐來，還吂開封，係毋係分𠊎鼻著咧？姊丈還在該嗃嗃嗃嗃
2，仰脣分阿姆擐恁多、恁重！「無，吾个食祿痣仰脣來个諾？」
𠊎應阿姊。「恁泥斯來炒卵飯傍嫩薑，該斯已扯飯咧。」𠊎緊
講，緊吞口涎水。 

毋過，做阿姆个總係恁泥係無？自𠊎有印象，外阿婆逐年避
暑都會帶吾等這兜細孲嗶上臺北看阿姨，從來毋識停過，毋過一
愐著該下做下愛𢯭擐一、二十斤重个嫩薑同一大帳半生熟个菜，
到今都還有兜驚。連駛國光號个司機都忍毋核問，臺北恁多菜好

                                                       
1 皺蕒：音 ziuˋ mag^；萵苣，嫩苗可為蔬菜炒食。 
2 嗃嗃嗃嗃：音 gauˇ gauˇ gauˋ gauˋ；嘀嘀咕咕。 

買，愛使大擐細擐，重都會死？佢總係笑笑，無多講麼个，外阿
婆平常時話已少，除撇一件事情——臺北个阿姨打電話來！兩子
哀使得講論3半點鐘到一點鐘久！逐擺看著外阿婆接著厥妹个電
話，𠊎斯知外阿婆暗夜怕又愛睡毋落覺咧！ 

電話放撇，𠊎聽著阿婆像先生个樣，在教阿姆仰脣滷嫩薑个
聲：嫩薑逐年六、七月大出，買較多也毋怕。買來愛先洗淨，洗
个時節愛像同細嬰兒洗身共樣，慢慢洗，毋好抝著，洗好愛朗燥4

來，正過放鹽去拋，拋到出水，水愛倒撇，好分佢軟身，這時節
斯絕對毋好過裝著水咧。等佢軟身了，斯使得在鑊頭肚放水咧，
豆醬、白砂糖跈核放落去，煮滾來。若係愛較鹹兜來傍飯，豆醬
斯放較多兜，係愛打淨食，糖斯落較多一屑，豆醬煮滾，放冷到
燒呵5燒呵，正淋落嫩薑面，分歸盎嫩薑浸著汁，兩三日過斯食得
咧。阿婆像伙頭師傅恁有板調。 

高鐵略略掣一下，臺南站到咧，原來這一點鐘過四十三分个
車枋，使得分𠊎愐起還細恁多个事，想著外阿婆同阿姆兩子哀，
做下係為著妹，毋管厥等戴哪？逐年這個時節，總係捧緊大面
盆，裡背張淰淰个嫩薑，在該拋鹽个身形，唉！吾嘴角項，仰脣
舐著鹹鹹个味瑞啊？

                                                       
3 論：音 nunˋ；大約。 
4 朗燥：音 longˋ zau+；攤開陰乾。 
5 燒呵：音 sheu+ ho+；微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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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7 號 

【擸鴨1个人】李秉璋原作 

清朝時節臺灣三大民變，第一個擎旗謀反个朱一貴，人喊佢
「鴨嫲王」。聽講佢畜真大陣个鴨，還會指揮鴨做部隊。仰脣朱
一貴毋係畜雞畜鵝，嗄來畜鴨呢？這斯愛看雞鵝鴨哪種頭牲較合
陣？雞一放出去斯滿山飛，往語講「雞飛狗跳」。鵝戇戇，擸出
門斯毋知路好轉，分人喊做「戇頭鵝」。鴨已合陣，擸出去毋會
脫隊濫糝走，歸陣排都好勢好勢，真有規矩，真有順序。共下搞
水、共下絡食，無像雞性好鬥。鴨嫲已毋會擇食，食穀、食蟲、
食魚、田螺、𧊅、青草這兜，俗語講个：「鴨寮2淨，腹內無隔夜
蟲䘆」。尤其係菜鴨3會食又真會生卵，正經係「有食生到死，無
食死毋生」。鴨實實在在係本成田莊人个好朋友。 

四、五十年前臺灣南部有一種季節性个「游牧民族」──
「擸鴨人家」。臺灣个禾，大部分係兩冬，南部屏東較熱割三
到。割禾逐回都對南部慢慢割上北部。這時節擸鴨人家斯會買幾
下千隻鴨子，歸屋家个兄弟、公姐，大家四、五個共下來擸鴨。
打早將鴨擸落正割過禾个田肚去絡食，田肚个水芋、青蟲、禾

                                                       
1 擸鴨：音 liabˋ ab^；趕鴨子。 
2 鴨嫲寮：音 ab^ maˇ liauˇ；鴨寮，養鴨用的小房子或草寮。 
3 菜鴨：音 coiˋ ab^；蛋鴨。 

串、穀粒、𧊅，水竇个田螺、水草這兜做下係厥等一等合意食
个。擸鴨个人毋使餵食料分佢食，厥等有盡天然个好食物在等
佢。看著厥等頭犁犁認真在尋食，成半下還會出聲嘍伴來共下
食、共下尞，生活真自由又快樂。斯恁泥擸鴨个人逐個都手擎一
支長長个竹篙，寬寬擸，緊擸還緊喝「揮～揮～揮～4」，該兜鴨
斯會照棍勢慢慢行。斯恁泥一坵田擸過一坵田。對打早擸到日頭
落山。這時節，擸鴨人家早都尋好所在，分鴨陣在闊茫茫5个田肚
歇睏咧。 

等鴨陣做下睡撇，擸鴨人正有時間在田中央，用竹笐同布篷
搭一間臨時个「寮」來過夜。這時節正開始洗米煮飯，還過撿兜
樵杈同禾稈來起火。飯煮好，捧核碗，緊食緊講話，歸陣人食飯
傍天頂个月光。尾冬時節罕得落雨，毋過寒天个暗晡頭，寒入骨
个風吹過，一排一排个麻黃樹6，發出一陣一陣「咻咻咻」親像電
影裡肚鬼魂愛出來个聲說，分人寒去激激顫，膽乜硬硬會嚇爛。 

斯恁泥一日過一日，一夜過一夜，希望這兜鴨子趕緊大隻，
歸屋家个希望斯靠這兜。希望鴨毋會耗爽忒多，希望野狗毋好來
咬，希望這兜鴨會順順利利擸上臺北。過較多个苦，過較寒个天
時都愛忍耐。希望歸屋家个人平平安安來過日。

                                                       
4 揮～揮～揮～：音 huiˊ～huiˊ～huiˊ～；此處假借為趕鴨聲。 
5 闊茫茫：音 kuad^ mong^ mong^；寬闊無邊。在此指田園一片空曠。 
6 麻黃樹：音 maˇ vongˇ shiˋ；木麻黃，昔日農家於田頭普遍種植做為防風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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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8 號 

【阿奶个平安符】鄒瑞梅原作 

𠊎做細人个時節，初一十五長在跈阿奶行宮廟佛堂。逐年个

年下，家家屋屋愛拚掃、愛辦年貨，打甜粄、發粄、菜頭粄，大

家都無閒濟借，阿奶事頭做閒咧斯會帶阿哥去拜石哀。該係阿奶

聽莊頭个屘叔婆講，若係細人出世身體有哪位無堵好，多焦積，

畜毋得大，使得去求石哀分佢做契子，細人斯會較好畜。阿哥自

出世斯長在破病，阿奶去同佢算命排八字，算命先生講阿哥愛分

石哀做契子，逐年愛記得換桊索，直直愛戴到十六歲，恁泥正畜

得大。 

毋知係正經恁泥，抑係好福氣，石哀拜過後這一路來，阿哥

个身體緊來緊好，讀書也已慶，獎狀貼去歸廳下。到收著調兵

單，講愛去新竹做兩年兵。阿奶聽著當毋盼得，隨喊𠊎同佢共下

去廟項，講愛求一個平安符，分阿哥帶，希望媽祖婆保佑佢去兵

營平安順勢。𠊎同阿奶兩儕比比行入廟肚，阿奶喊𠊎點六枝香，

一儕三枝。𠊎看著阿奶皺皮皺皮个雙手，擎三枝清香，虔誠跪求

媽祖婆賜一個平安符，分孫一路平安。想乜奇怪，阿奶求過恁多

平安符，仰會厥頸根項自從都毋識看佢戴平安符。 

等到𠊎大漢愛嫁人咧，阿奶牽緊吾手，共樣來到媽祖婆个面

前，共樣喊𠊎點六枝清香，一儕三枝。阿奶个毋盼得共樣刻在面

頰卵項，皺皺个雙手共樣擎三枝清香，虔誠跪核求媽祖婆賜一個

平安符，祈求媽祖婆分𠊎嫁到好人家。阿奶求來个平安符，隨戴

在吾頸根項並同𠊎講：「細妹人大咧，斯愛嫁人，三從四德愛記

得，捧人个飯碗無恁該，做人心臼毋好惜手腳，入灶下，鑊頭鑊

尾；入廳下，窗門壁角，煞猛勤儉正會得人惜，家官家娘當做自

家个爺哀來服侍，公姐和挼莫冤家，家和萬世興，聽得識無？」 

聽阿奶一句一句叮嚀，吾目汁在目珠眶肚輾啊輾，戴核阿奶

个祝福同媽祖婆个加持，𠊎會傳承阿奶煞猛打拚，勤儉持家个精

神，相夫教子，一代傳一代，興家旺族。到這下，結婚降子咧，

勞瀝阿奶个牽成，一條紅紅个桊索，桊緊兩子阿奶个血脈；一個

四四角角个平安符，囥核阿奶對子兒大細个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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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9 號 

【上坪个陂塘】邱一帆原作 

在水道水還吂恁普遍个年代，人打井抽水、開塘作陂來滿
足日常生活、耕種灌溉个用水，係當重要个事頭。你若有特別注
意，離水源頭、河壩水較遠个莊頭、田洋，定著會有水井無斯陂
塘；離水源頭、河壩較高个山坪，定著也會有陂塘無斯水井。該
水井、陂塘，對該當時吂有水道水个人來講，係當重要个頓水、
用水設備。 

對小南埔莊心路，一路向東南行，行過莊項个坑橋，過跋一
截山排石碫，頭前看著个係一大片个茶園，還有梨園。這所在斯
安做上坪。穿過茶園、經過梨園，來到產業道路面，脣項看得著
大嫲頭个香絲樹，五六月間，開出一蕊一蕊黃黃个花，跈核風吹
落陂塘肚，浮在魚塘面金金，輒輒分人思想起。 

上坪這口陂塘，中央有一個細島，係開陂塘時節留落來个，
也係這上坪四圍高出來个位所。聽講頭擺，主人為著監督茶園、
梨園裡肚个承勞、長年有煞猛做事無？斯會兜張凳，坐在高高个
圓墩頂高，擎釣梹釣魚，順續掌緊工人，看有認真做事無。主人
擎釣梹釣魚个光景，𠊎識看過，毋過實在毋知，還有掌緊工人做

事个意思。五六支麻竹笐䌈共下，斯係一板竹排橋，探過中央細
島同陂塘脣兩片。若係日頭忒烈，主人使得行轉陂塘脣，跔到香
絲樹下去尞涼。 

印象中，陂塘面不時會有歸陣个鴨泅來泅去，一半下，還有
兩三隻白白个大鵝閒閒，在該搞水吮1水竇个草。陂塘肚畜有鯉
嫲、草魚，還有這下難得看著个鯽魚。記得讀國小該下，有一年
暑假，擎一支竹做个釣梹，摟一罐蟲䘆，斯釣著歸錫桶个鯽魚，
擐轉屋家去分阿姆煎，放兜薑絲、蔭豉熻，斯係一路噴香个好料
理。該當時，屋家匱、生活艱苦，有恁泥个魚好食，實在係幸福
个滋味。 

童年个𠊎，識在陂塘釣魚、洗身，摸過一條一條長長液膏液
膏个蟾蜍卵，覓過一隻一隻扁扁大大粒个螺螷。陂塘四圍除了有
香絲樹，看得著个做下係茶樹、梨樹，還有幾頭油桐樹。嫩芯茶
青當出个時節，滿園摘茶个婦人家，笠嫲遮花巾，䉂公繫腰脣，
兩隻手摘兩皮一芯个茶葉。茶子當結或者油桐子熟落地泥个時
節，𠊎輒輒在茶園肚、油桐樹下跳上跌落毋……。 

上坪个陂塘，生養出當多个生命，陂塘个四圍，有當多靚靚
个風景，還深深刻在吾个腦膈肚，童年到今，𠊎毋識抨撇過！

                                                       
1 吮：音 chon^；扁嘴的家禽用嘴去啄。 



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社會組（大埔腔） 

編號 10 號 

【一葉竹香】曾雪蓉原作 

熱天轉到花蓮个客家莊，暗晡頭歸山林个竹園，係一片天同
地个渾沌，凡人浸潤在這原鄉裡肚，黏時斯變「耳公利鼻公靈」
咧。一陣風吹過，鼻著个也係屋前屋背个桂竹葉，帶核特殊个香
氣，跌落泥竇。係啦，桂竹歸支係無共樣个香，摘一皮竹葉在手
項挼挼咧，一屑屑酸酸个果子香斯四散出來，破開竹，將面貼在
冷冷个滑竹身項，燥樵个味緒，隔核薄薄个竹膜，又偷偷走出
來，這種對竹香个記憶，不管過撇幾多年，總係𠊎愐想童年生活
个秘密方式。 

頭擺外莊人，喊吾等該細莊頭安做「笠嫲坑」，有二十七甲
零地个桂竹斯種在莊肚个山頂，因致「做笠嫲」斯變做歸莊人个
「國民運動」，大家像打好契約个樣，在無共樣个時間，做共款
个事。吾屋家係在食晝過後該站時間，廳下該臺老牛牌電扇，既
經將涼風吹去變燒風，轉來轉去个笠嫲模，還一聲又一聲在喊咿
呀咿呀，成下在臨暗，吾等三姊妹同阿爸、阿姆共下坐在屋頭前
个苦楝樹下，聽緊「啦濟喲」，吾等緊捲竹籜、爺哀緊破篾，阿
爸个雙腳還會配合音樂个高低不時停動一下，毋過佢破篾个速

度，還係又遽又穩，一頂一頂攣好个笠嫲，疊起來比該下个𠊎還
較高，在該窮苦个年代，一頂一頂笠嫲換來吾等个學費還過新
衫、新鞋。 

拈竹籜係所有細人盡好个事頭，幾陣南風吹過，跌落幾多竹
籜，斯有幾多歡喜。拈來个竹籜，若係屋家用毋撇，還使得拿去
賣，白白帶一屑墨點个竹籜，係笠嫲个面衫，價數盡高，烏點較
多个係打底个內衫，價數無恁好，烏疏疏葉形大又完整个，斯晒
燥留來五月節好䌈粽。 

當然也有賴核毋甘願分風吹落來个竹籜，老經驗个吾等，雙
腳小可打開企穩，兩隻手揢緪竹身大力裁1，一下那一皮一皮个竹
籜乖乖跌落來，正在歡喜，探頭一看，青竹絲吊在竹尾項，同吾
等目珠對目珠相看，「哇！阿姆哀喲」，驚去手冷腳冷，歸大陣
个細人，一下那走都尾瀉屎，毋過若係南風一起，莊肚个細孲
嗶，還係會去竹園肚，這片竹園，對吾這兜來講，毋單淨係避暑
个好所在，還係賺私伽錢个好寶地。 

這下吾屋家無做笠嫲咧，行在竹林路，𠊎還係會摘竹葉來鼻
香，也會拈竹籜，跍落來个時節，𠊎親像又聽著細人無愁慮个笑
聲；暗晡夜風當大，竹園肚毋知會跌幾多竹籜？天光打早䟘床，
來去竹林肚收集歡喜！ 

                                                       
1 裁：音 caiˇ；前後左右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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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樹下个誤會】郭亭妤原作 

𠊎做細人个時節，屋面前有一個大禾埕，該係吾等細人搞尞
个好所在，放學轉會有人湊伴在該搞囥人尋、跳格、跳樹乳、搞
份家啦，歸禾埕鬧熱濟借、細人歡喜轟天，搞去毋記得時間也毋
肯轉，會暗昏咧，斯會看著大人擎緊竹修1，逐來尋自家个細人，
手緊擊嘴緊罵，細人正緊跳、緊噭、拚緊轉。 

還記得該係一個禮拜三个下晝，毋使讀書，功課寫撇，𠊎斯
遽遽走去禾埕，想愛尋細人伴尞，等有一下咧還係無半個人來，
正想愛轉去个時節，嗄分𠊎影著2阿山伯姆種个石榴樹頂，有一隻
山狗大，𠊎愐著隔壁个阿珠妹當驚蟲𧊅，斯起了歪心，伸手想愛
捉該隻山狗太3去嚇佢。無想著，在二樓收衫褲个阿山伯姆，看著
𠊎在厥石榴樹脣手伸長長，緊恅著𠊎愛偷摘厥石榴，斯大嫲聲
喝：「喂！壞細孲！你使毋得偷摘吾石榴哦！」𠊎聽著聲看上二
樓，嗄分烈烈个日頭晟去目絲絲，阿山伯姆還較譴，緊罵：「這
夭壽細人、夭壽細人，想愛偷摘吾石榴，分𠊎捉著還敢視𠊎，恁
不受教，這毋投若姆哪使得？」斯恁泥哇哇滾4緊罵，𠊎驚都毋敢
應嘴，遽遽斯瀉走。 
                                                       
1 竹修：音 zhug^ siuˊ；細竹枝，是從前大人常用來教訓小孩子的家法。 
2 影著：音 rhang^ do^；不經意看到。 
3 山狗太：音 san+ gieu^ taiˋ；攀木蜥蜴。 
4 哇哇滾：音 vaˋ vaˋ gun^；大聲抱怨或罵人的樣子。 

該阿山伯姆係莊肚有名个猴嫲5，麼人佢都敢惹、敢罵。佢做
人毋單淨囓察6，性體又歪，無胚想著𠊎恁衰，嗄去惹著該惡桀桀
个阿山伯姆。𠊎緊行緊愐緊驚，斯毋敢轉，行到坑脣一頭大樹下
坐。 

直直坐到暗昏咧，無奈何，正慢慢趖轉去屋家，一踏入屋
肚，阿姆斯譴滋滋7大聲罵𠊎，講𠊎恁無教示，毋學好敢去偷摘別
儕个石榴，分人捉著又還敢視人，正經係同天公借膽，斯罰𠊎去
神明廳跪核。該阿山伯姆還莊頭莊尾滿哪去投，該兜好事姐8還圍
偎來看𠊎分吾姆罵，害𠊎真無面子。𠊎試著當委屈，連阿姆也毋
相信𠊎，吾目汁緊流緊捽，硬忍核毋畀噭出聲來。 

直直到食夜个時節，阿姆正喊𠊎入灶下食飯，因致係分人冤
枉个，𠊎艱苦去食毋落飯，捧核飯碗目汁斯緊跌，阿姆看𠊎恁
泥，佢也普普9知咧，斯慢慢問𠊎詳細个情形，了解了後斯挲吾頭
那同𠊎會失禮，講佢聽別儕个單頭話，無聽𠊎講斯罰𠊎係佢毋
著，佢會去同阿山伯姆講清楚，絕對毋會分別儕儘採冤枉𠊎。 

因致識發生恁泥个事情，到這滿𠊎見看著水果攤个石榴，斯
會過愐起該層傷心事；也因致恁泥，既經做阿姆个𠊎，時時都會
提醒自家，愛尊重細人、相信細人，莫分細人過行𠊎行過个艱苦
路。

                                                       
5 猴嫲：音 heuˇ maˇ；本意為母猴，在此指脾氣差又兇惡的女人。 
6 囓察：音 ngad^ cad^；吝嗇。 
7 譴滋滋：音 kien^ zii+ zii+；非常生氣的樣子。 
8 好事姐：音 hauˋ siiˋ zia^；好事者，不單指女性。 
9 普普：音 pu^ pu^；大概、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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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妹】陳志寧原作 

阿昌牯厥爸早早斯無在咧，厥兩子哀共下生活。哀準爺來
當，愛當家也愛教育阿昌牯。厥姆已煞猛，逐日打兜粄，單人獨
馬㧡去市場賣。有一日，擔頭項來幾下個鱸鰻頭1，毋知係愛搶厥
錢，抑係來造磨佢。無想著，人生來細細隻个婦人家，兩下半斯
同該幾個鱸鰻頭用擔竿𢫦去做狗爬。這客家妹翹核擔竿，手插腰
項惡桀桀講：「𠊎係萬巒妹，無恁便宜分若等食戇。」 

「萬巒妹無便宜」這句話對該下起勢，斯傳去滿哪都係，自
溜大家人都知，萬巒妹正經無便宜。毋過時代變化到今，這句話
走棧2撇咧！尤其係在萬巒，好田好水好耕種，長年豐收分戴在這
位个客人生活穩定，細妹人多多少少都有讀書，有智識。今這
下，嗄分人恅著愛討萬巒妹做餔娘，定著愛有一大筆个聘金正有
法度。誤解咧！天大个誤會正得。 

其實莫單淨講萬巒妹無便宜，等客家妹有哪個係便宜个？
客家妹從細在屋家斯田頭田尾、針頭線尾，逐日跈爺哀做事顧家

                                                       
1 鱸鰻頭：音 luˇ manˇ teuˇ；不良少年、混混。 
2 走棧：音 zeu^ zan^；偏離原意。 

庭，培養出來个能力同體力，使得講食苦斯像食補个樣，項項事
都無問題。這「無便宜」三隻字係單淨講價數貴賤，也毋係講愛
用大筆金錢，正討得著客家妹做餔娘。佢講客家妹「無簡單」，
係強調能力方面，係對等客家妹能力个肯定，也係客家細妹對
頭擺到今，盡分人安𧩣个優點啊。 

頭擺南部个客家妹，逐日天吂光斯在灶下無閒。屋家人食過
朝，厥等愛揹緊嬰兒跈核去田坵做事。等到日頭落山，厥等本本
在灶下無閒。直直到歸家人都睡落覺咧，佢正有好歇睏。現代个
客家妹嫁人了，逐日上班食頭路，日時頭在各行各業打拚，雖然
辛苦一日咧，下班過後厥等共樣會守本分，同家庭知理去素絲素
絲。因致輒輒會聽著人講，若係愛討餔娘，定著愛討客家妹。 

長山過臺灣，客人毋管家境好壞，忠義賢孝个精神永久不
斷，煞猛、勤儉个傳統文化無變。客人在屋家教子女，從細愛培
養勞動能力，勤儉無推懶。等到子女成家立業過後，堵著較艱難
个環境，厥等都有法度生存落去。總講一句話，毋單淨「萬巒妹
無便宜」，係所有个「客家妹無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