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社會組（南四縣腔） 

編號 06 號 

【大擐過細擐】賴維凱原作 
在高鐵項肚屎已經變背囊吔，看等頂高架仔項大包細包个戇

想重鈂鈂仔嗄壞勢解開來1食，高不將打分阿姊看啊今暗晡煮麼
个。阿姊講暗晡夜無煮，害暢瀉一下，冰箱項正伸著一碗公舊
飯仔。講該定著還有子薑！阿姆每年這時節都會滷子薑，滷好
歸大面盆，就會同阿姊平常時好食个菜：蕨仔、皺蕒、貼肉
丸、子薑牛肉、炒大腸、番豆子骨仔湯，過自家撐个灌
腸……，做一下擐啊臺南厥妹仔个冰箱項6起來，阿姊講仰恁
詳？還講前幾日仔阿姆正對屏東擐啊過來，還無開封，係毋係分
鼻著吔？姊丈還在該噥噥哢哢，仰分阿姆擐啊恁多、恁重！ 

「無，吾个食祿痣仰仔來个啊？」恁仔應阿姊。「該就炒
卵飯傍子薑，恁仔就蓋扯飯吔。」緊講緊吞等口涎水。 

毋過，做阿姆个總係恁仔麼？自有印象，阿婆8每年避暑都

                                                      
1 解開來：音 kieˋ koiˊ loiˇ；打開來。 
2  暢瀉：音 tiong xia；開心得跑起來，形容非常開心。 
3  仔：音 eˊ；而已，等同於「定定」。 
4  皺蕒：音 jiu magˋ；萵苣的一種，嫩苗可為蔬菜炒食。 
5  貼：音 diab。 
6 ：音 gien。 
7  麼：音 meˇ；疑問詞，同「嗎」。 
8 阿婆：音 aˊ poˇ；六堆部分地區稱外祖母為「阿婆」；內祖母為「阿嬤」。 

會帶等 等細阿啾仔9上臺北看阿姨，毋識有哪年仔停過一擺，但
係一愐啊著該下仔都愛 擐十過一兩十斤重个子薑同一大波籮10半
生熟个菜，到今嘎還係有息把仔驚。連駛國光號个司機都佇毋著
問，臺北恁多菜好買，仰還愛使大擐過細擐，重啊會瘻11？佢總係
㖸㖸仔，無多講麼个，阿婆平常時話蓋少，除核一件事情——臺
北个阿姨敲電話來！兩子哀做得講論12 點鐘恁久！每擺看著阿婆接
著厥妹仔个電話，就知阿婆暗晡夜怕又睡毋落覺吔！ 

掛核電話， 聽著阿婆像先生樣仔，在認真教等阿姆滷子薑
个聲：子薑每年六、七月仔就會大出，買過加啊都毋怕。買吔愛
先洗淨來，洗个時節愛像同細嬰兒仔洗身樣仔，定定仔洗，毋好
抝著，洗好吔愛分佢晾燥來，再放鹽去拋，拋到出水，就同水倒
核，好分佢軟身，這時節就絕對毋好再動著水吔。等佢軟身个時
節，就做得在鑊仔項放水吔，豆醬、白砂乜跈等放落去，煮滾
來。係愛過鹹啊來傍飯，豆醬就放過加兜啊！係愛打淨食，糖就
倒過多一息，豆醬等畀煮滾，愛等佢溫燒溫燒个時節，正潑啊子
薑項，分歸盎仔个子薑浸過面頂，過吔兩三日就使得食吔。阿婆
像廚官師傅樣仔恁有板。 

高鐵略略仔掣吔一下，臺南站到吔，原來這一點鐘過四十三
分个車枋，使得分 愐起還細恁多个事情，想著阿婆同阿姆兩子
哀，都係為著妹仔，毋管佢等歇啊哪？每年這個時節，總係拿等
大面盆仔，底背裝等滿滿个子薑，在該拋鹽个形仔，唉？吾嘴脣
項，仰舐著麼个鹹鹹啊？ 
                                                      
9 細阿啾仔：音 se aˊ jioˇ eˋ；對小孩的暱稱，意同華語「小蘿蔔頭」。 
10 一大波籮：音 idˋ tai poˇ loˇ；一大堆。 
11 重啊會瘻：音 cungˊ a voi leuˊ；重得要死。 
12  論：音 nun；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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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个平安符】鄒瑞梅原作 

在做細人仔个時節，初一十五蓋輒跈阿婆行宮廟佛堂。每
年个年下仔，家家屋屋愛拚掃、愛辦年貨，做甜粄、發粄、菜頭
粄，大家都無閒直掣，阿婆事頭做閒吔就會帶阿哥去拜石爺。該
係阿婆聽莊頭个滿叔婆講个，係細人仔出世身體毋堵好，畜毋得
大，就做得分石爺做義子，細人仔就會身體康健無病無痛。阿哥
出世長透破病，阿婆去同佢算命排八字，算命先生講阿哥愛分石
爺做義子，每年愛記得換桊索，一直戴到十六歲，恁仔細人仔正
畜得大。 

毋知係正式恁仔，抑係好福氣，拜石爺過後這一路來，阿哥
个身體越來越好，讀書乜係1壁係風神，獎狀貼到歸廳下。大吔！
收到兵單吔，講愛去新竹做兩年兵。阿婆聽著就蓋毋盼得，隨喊
共快陪佢共下去廟項，講愛求一只平安符分阿哥戴啊身項，希
望媽祖婆保祐佢去兵營平安順序。同阿婆兩儕比比行入廟項，
阿婆喊點六枝香，一儕三枝。看著阿婆皮皺皺仔个雙手，拿
等三枝清香，虔誠跪等求媽祖婆賜一桊平安符，換孫仔一路平安
順序。想呀奇怪，阿婆求過恁多平安符，仰會阿婆个頸根項從來
                                                      
1 係：音 hi；很、非常，表示程度高。 

都毋識看著一只平安符。 
等到 大吔！愛嫁人吔，阿婆牽等 个手，共樣來到媽祖婆

个面前，共樣喊 點六枝清香，一儕三枝。阿婆个毋盼得共樣刻
啊面頰卵項，皮皺皺仔个雙手共樣拿等三枝清香，虔誠跪等求媽
祖婆賜一桊平安符，求媽祖婆分 嫁著好人家。阿婆求著平安
符，隨戴啊 个頸根項同 講：「細妹仔大吔，本旦就愛嫁人，
三從四德毋好攉核，兜人个飯碗無恁該，做人心臼毋好惜手腳，
入灶下，鑊頭鑊背；入廳下，窗門壁角，煞猛勤勞正會得人惜，
家官家娘當做自家个爺哀來服侍，公婆和挼莫冤家，家和萬世
興，聽得識無？」 

聽等阿婆一句一句个吩咐，目汁在目珠裡背輾啊輾仔，戴等
阿婆个祝福同加持， 會好好傳承阿婆个客家精神，煞猛打拚，
勤儉持家，相夫教子，一代傳一代，興家旺族。到這下，結婚降
子吔，感謝阿婆，多謝阿婆，一條紅紅个桊索，桊等兩子阿婆个
血脈；一桊四四角角个平安符，庰等阿婆對子孫大細个憐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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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坪个魚塘】邱一帆原作 

在水道水還毋曾普及个年代，打井抽水、開陂作圳來滿足日
常生活、耕種灌溉个用水，係蓋重要个事情。係講你有特別注
意，離水源頭、河壩水過遠个莊頭、田洋，定著會有水井無就魚
塘；離水源頭、河壩過高个山坪，定著乜會有魚塘無就水井。該
水井、魚塘，對該下仔還無自來水个人來講，係盡重要个囤水、
用水設備。 

對小南埔莊心路，一路向東南行，行過莊項个坑仔橋，再蹶
一截仔山排石碫仔，頭前看著个係一大片个茶園，還有梨仔園。
這所在就安到上坪。穿過茶園、經過梨仔園，來到產業道路面，
脣口看得著盡大頭个香絲樹，五六月邊仔，開出一蕊一蕊黃黃个
花，跈等風吹落魚塘肚，浮啊魚塘面若金1，輒常分人思想起。 

上坪這隻魚塘，中央有一隻細島，係開魚塘个時節留下來
个，乜係這上坪四圍高出來个所在。聽講頭擺仔，主人為著監視
茶園、梨仔園裡背个承勞仔、長工有煞猛做事無？就會兜一張凳
仔，坐啊高高个圓墩頭頂項，緊拿等釣梹釣魚仔，緊掌等工人，

                                                      
1 若金：音 na gimˊ；亮晶晶。 

看啊有認真做事無。主人拿釣梹釣魚仔个情景， 識看過，毋過
實在毋知，還有掌等工人做事个用意。五六支麻竹篙䌈共下，就
係一條竹排橋，探過中央細島同魚塘脣兩片。係講日頭忒烈，主
人做得共快行轉魚塘脣，跔到香絲樹下去尞涼。 

印象中，魚塘面項不時會有歸群个鴨仔泅來泅去，下把仔，
還有兩三隻大白鵝閒閒，在該搞水吮2 魚仔。魚塘肚畜有鯉嫲、草
魚，還有這下難得看著个鯽魚仔。還記得讀國小有一年暑假，拿
一支竹仔做个釣梹，挖一罐䘆公，就釣著歸井桶个鯽魚仔，擐歸
屋下去分阿姆煎，放兜仔薑嫲絲、豆豉脯熻，就係一品噴香个好
料理。該時節，屋下無錢、生活艱苦，有恁仔个魚仔好食，實在
係幸福个事情。 

童年个 ，識在魚塘釣魚仔、泅水仔，摸過一條一條長長液
液个蟾蜍囉3 卵，覓過一粒一粒扁扁大粒大粒个螺螷仔。魚塘四圍
除吔有香絲樹，看得著个聚概係茶樹、梨仔樹，還有幾頭仔油桐
樹。嫩芯茶青大出个時節，滿園摘茶个婦人家，笠嫲䌈洋巾，䉂
公挽腰脣，兩隻手摘等兩皮一芯个茶葉。茶子蓋結或者油桐子熟
落地泥个時節， 輒常在茶園肚、油桐樹下舂上舂下……。 

上坪个魚塘，生養出蓋多个生命，魚塘个四圍，有蓋多蓋靚
个風景，還深深刻啊吾个腦殼裡背，童年到今， 毋識攉核過！ 

                                                      
2  吮：音 qionˋ；扁嘴的家禽用嘴去啄。 
3  蟾蜍囉：音 samˇ puˇ loˇ；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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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擐過細擐】賴維凱原作 

在高鐵項肚屎既經變背囊吔，看等頂高架仔項大包細包个等
路重鈂鈂仔嗄敗勢敨開來1食，高不將打分阿姊看啊今暗晡煮麼
个。阿姊講暗晡夜無煮，害暢瀉一下，冰箱項正伸著一碗公舊
飯吔。講該定著還有嫩薑！阿姆每年這時節都會滷嫩薑，滷好
歸大面盆，就會同阿姊平常時好食个菜：蕨、皺蕒、貼肉丸、嫩
薑牛肉、炒大腸、番豆嫩骨湯，還過自家灌个煙腸……，做一下
擐到臺南厥妹仔个冰箱項冰起來，阿姊講仰恁詳？還講前幾日
仔阿姆正對屏東擐啊過來，還吂開封，係毋係分鼻著吔？姊丈
還在該噥噥噥噥，仰分阿姆擐到恁多、恁重！「無，吾个食祿痣
仰仔來个啊？」恁仔應阿姊。「該就炒卵飯傍嫩薑，恁仔就盡
扯飯吔。」緊講，緊吞等口涎水。 

毋過，做阿姆个總係恁仔喺？自有印象，阿婆每年避暑都
會帶等兜細不僬仔6上臺北看阿姨，自從毋識停過一擺，但係一

                                                      
1 敨開來：音 teuˋ koiˊ loiˇ；打開來。 
2  暢瀉：音 tiong xia；開心得跑起來，形容非常開心。 
3  吔：音 eˇ；而已，等同於「定定」。 
4  皺蕒：音 jiu magˋ；萵苣，嫩苗可為蔬菜炒食。 
5  阿婆：音 aˊ poˇ；外祖母的面稱，意即「姐婆」。 
6 細不僬仔：音 se bud jiauˇ eˋ；對小孩的暱稱，意同華語「小蘿蔔頭」。 

愐啊著該下仔都愛 擐十過一兩十斤重个嫩薑同一大泡籮7 半生熟
个菜，到這下還係有兜仔驚。連駛國光號个司機都忍毋核問，臺
北恁多菜好買，仰還愛使大擐過細擐，重啊會死？佢總係笑笑
仔，無多講麼个，阿婆平常時話當少，除忒一件事情——臺北个
阿姨打電話來！兩子哀做得講論半點鐘8到一點鐘久！每擺看著阿
婆接著厥妹仔个電話，就知阿婆暗晡夜又怕睡毋落覺吔！ 

掛忒電話， 聽著阿婆像先生樣仔，在該認真教等阿姆滷嫩
薑个聲：嫩薑每年六、七月仔就會大出，買過加啊都毋怕。買吔
愛先洗淨來，洗个時節愛像同細嬰兒仔洗身樣仔，定定仔洗，毋
好抝著，洗好吔愛分佢晾燥來，再放鹽去拋，拋到出水，就同水
倒忒，好分佢軟身，這時節就絕對毋好再動著水吔。等佢軟身个
時節，就做得在鑊仔項放水吔，豆醬、砂糖乜跈等放落去，煮滾
來。係愛較鹹啊來傍飯，豆醬就放過加兜啊！係愛打淨食，糖就
倒較多一息，豆醬等畀煮滾，愛等佢溫燒溫燒个時節，正潑到嫩
薑項，分歸盎仔个嫩薑浸過面頂，過吔兩三日就做得食吔。阿婆
像伙頭師傅樣仔恁有板。 

高鐵略略仔掣吔一下，臺南站到哩，原來這一點鐘過四十三
分个車枋，做得分 愐起還細恁多个事情，想著阿婆同阿姆兩子
哀，都係為著妹仔，毋管佢兜歇在哪？每年這個時節，總係拿等
大面盆，裡背裝等淰淰个嫩薑，在該拋鹽个樣仔，唉？吾嘴脣
項，仰舐著麼个鹹鹹啊？

                                                      
7  一大泡籮：音 idˋ tai poˇ loˇ；一大堆。 
8 論半點鐘：音 nun ban diamˋ zungˊ；大約半小時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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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个平安符】鄒瑞梅原作 

在做細人仔个時節，初一十五長透跈阿婆行宮廟佛堂。逐
年个年下仔，家家屋屋愛拚掃、愛辦年貨，做甜粄、發粄、蘿蔔
粄，大家都無閒洎杈，阿婆事頭做閒咧就會渡阿哥去拜石爺。該
係阿婆聽莊頭个屘叔婆講，若係細人仔出世身體無堵好，畜毋得
大，就做得分石爺做契子，細人仔就會身體健康無病無痛。阿哥
出世長透破病，阿婆去同佢算命排八字，算命先生講阿哥愛分石
爺做契子，逐年愛記得換桊索，一直戴到十六歲，恁樣細人仔正
畜得大。 

毋知係正經恁樣，也係好福氣，拜石爺過後這一路來，阿哥
个身體越來越好，讀書也異慶異沙鼻，獎狀貼到歸廳下。大吔！
收著兵單吔，講愛去新竹做兩年兵。阿婆聽著斯當毋盼得，黏時
喊遽遽陪佢共下去廟項，講愛求一隻平安符分阿哥帶在身項，
希望媽祖婆保佑佢去兵營平安順序。同阿婆兩儕比比行入廟
項，阿婆喊點六枝香，一儕三枝。看著阿婆皺皮皺皮个雙
手，擎等三枝清香，虔誠跪等求媽祖婆賜隻平安符，換孫仔一路
平安順序。想啊奇怪，阿婆求過恁多平安符，仰會阿婆个頸項從

來都毋識看著一隻平安符。 
等到大咧！愛嫁人哩，阿婆牽等个手，共樣來到媽祖婆

个面前，共樣喊點六枝清香，一儕三枝。阿婆个毋盼得共樣刻
在面頰卵項，皺皮皺皮个雙手共樣擎等三枝清香，虔誠跪等求媽
祖婆賜隻平安符，求媽祖婆分嫁著好人家。阿婆求著平安符，
隨時戴在个頸根項同講：「細妹大咧，本旦就愛嫁人，三從
四德毋好攉忒，兜人个飯碗無恁該，做人心臼毋好惜手腳，入灶
下，灶頭鑊背；落廳下，窗門壁角，煞猛勤勞正會得人惜，家官
家娘當做自家个爺哀來服侍，公婆和諧莫冤家，家和萬世興，聽
得識無？」 

聽等阿婆一句一句个叮嚀，目汁在目珠裡肚輾啊輾，戴等阿
婆个祝福同加持，會好好傳承阿婆个客家精神煞猛打拚，勤儉
持家，相夫教子，一代傳一代，興家旺族。到這下，結婚降子
哩，感謝阿婆，承蒙阿婆，一條紅紅个桊索，桊等兩子阿婆个血
脈；一隻四四角角个平安符，囥等阿婆對子兒大細个痛惜。



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社會組（四縣腔） 

編號 09 號 

【上坪个陂塘】邱一帆原作 

在水道水還吂普及个年代，打井抽水、開塘作陂來滿足日常
生活、耕種蔭田个用水，係當重要个事情。係講你有特別注意，
離水源頭、河壩水較遠个莊頭、田洋，定著會有水井無就陂塘；
離水源頭、河壩較高个山坪，定著也會有陂塘無就水井。該水
井、陂塘，對該央時吂有自來水个人來講，係盡重要个儲水、用
水設備。 

對小南埔莊心路，一路向東南行，行過莊項个坑仔橋，再蹶
一截仔山排石碫仔，頭前看著个係一大片个茶園，還有梨仔園。
這所在就安到上坪。穿過茶園、經過梨仔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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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跈等風吹落陂塘肚，浮在魚塘面金金，輒常分人思想起。 

上坪這隻陂塘，中央有一隻細島，係開陂塘時節留下來个，
也係這上坪四圍高出來个位所。聽講頭擺，主人為著監視茶園、
梨仔園裡肚个承勞仔、長工有煞猛做事無？就會兜張凳仔，坐在
高高个圓墩仔頂項，一方面擎等釣梹釣魚仔，一方面掌等工人，
看有認真做事無。主人擎釣梹釣魚仔个情景，識看過，毋過實

在毋知，還有掌等工人做事个用意。五六支麻竹笐䌈共下，就係
一條竹排橋，探過中央細島摎陂塘脣兩片。係講日頭倘1烈，主人
做得遽遽行轉陂塘脣，跔到香絲樹下去尞涼。 

印象中，陂塘面不時會有歸群个鴨仔泅來泅去，成時，還有
兩三隻大白鵝閒閒，在該搞水吮魚仔。陂塘肚畜有鯉嫲、草魚，
還有這下難得看著个鯽魚仔。還記得讀國小有一年暑假，擎一支
竹仔做个釣梹，挖一罐䘆公，就釣著歸錫桶个鯽魚仔，擐轉屋下
去分阿姆煎，放兜仔薑嫲絲、豆豉熻，就係一品噴香个好料理。
該央時，屋下無錢、生活艱苦，有恁樣个魚仔好食，實在係幸福
个事情。 

童年个，識在陂塘釣魚仔、洗身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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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大粒个螺螷仔。陂塘四
圍除忒有香絲樹，看得著个做盡係茶樹、梨仔樹，還有幾頭仔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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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隻手摘等兩皮一芯个茶葉。茶子當結或者油桐子
熟落地泥个時節，輒常在茶園肚、油桐樹下舂上舂下……。 

上坪个陂塘，生養出當多个生命，陂塘个四圍，有當多當靚
个風景，還深刻在吾个腦殼裡背，童年到今，毋識攉忒過！ 

                                                      
1 倘：音 tiongˋ；太。 
2  吮：音 qion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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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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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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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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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著咧？姊丈還在該嗃嗃嗃嗃
，仰脣分阿姆擐恁多、恁重！「無，吾个食祿痣仰脣來个諾？」

應阿姊。「恁泥斯來炒卵飯傍嫩薑，該斯已扯飯咧。」 緊
講，緊吞口涎水。 

毋過，做阿姆个總係恁泥係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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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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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知外阿婆暗夜怕又愛睡毋落覺咧！ 

電話放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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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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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社會組（大埔腔） 

編號 08 號 

【阿奶个平安符】鄒瑞梅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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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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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阿奶兩儕比比行入廟肚，阿奶喊 點六枝香，

一儕三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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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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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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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到好人家。阿奶求來个平安符，隨戴

在吾頸根項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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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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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社會組（大埔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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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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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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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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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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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腔） 

編號 06 號 

【大擐過細擐】賴維凱原作 
在高鐵裡肚，肚屎早就枵到凴背囊咧，看等頂高架仔町大包

細包个等路重鈂鈂仔，嗄敗勢解開來1食，高不將打分阿姊看暗晡
夜煮麼个。阿姊講暗晡夜無煮，害 暢到奈毋得，冰箱肚斯伸著
一碗公冷飯定。 講該定著還有嫩薑！阿姆逐年這時節都會滷嫩
薑，滷好歸大面盆，就會摎阿姊平常時好食个菜：萁蕨、皺蕒
、肉丸、嫩薑牛肉、炒大腸、地豆排骨湯，還過自家灌个煙
腸……，做一下擐到臺南厥妹仔个冰箱肚 起來，阿姊講 仰恁
詳細？還講前幾日阿姆正對屏東擐過來，還吂開封，係毋係分
鼻著咧？姊丈還在該噥噥噥噥，仰分阿姆擐恁多、恁重！「無，

个食祿痣仰般來个啊？」 恁樣應阿姊。「該就炒卵飯傍嫩
薑，恁樣就當扯飯咧。」 一頭講，一頭吞等口水。 

毋過，做阿姆个總係恁樣嘛！自 有印象，姐婆逐年避暑都
會帶等 兜細僬仔上臺北看阿姨，自從毋識停過一擺，但係一愐
啊著該下長下愛 擐十過一二十斤重个嫩薑摎一大拖攞半生熟个
                                                      
1 解開來：音 gieˊ koiˋ loi；打開來。 
2  萁蕨：音 giˋ gied；過溝菜蕨，即過貓。 
3  皺蕒：音 ziuˇ mag；萵苣，嫩苗可為蔬菜炒食。 
4  細僬仔：音 seˇ ziau er；對小孩的暱稱，意同華語的「小蘿蔔頭」。 
5  一大拖攞：音 rhid tai+ toˋ loˋ；一大堆。 

菜，到這下還係有息仔驚。連駛國光號个司機都忍毋核問，臺北
恁多菜好買，仰還使大擐過細擐，重到會死？佢總係笑笑仔，無
多講麼个，姐婆平常時話盡少，除忒一件事情——臺北个阿姨打
電話來！兩子哀做得講論6半點鐘到一點鐘久！逐擺看著姐婆接著
厥妹仔个電話，就知姐婆暗晡夜又怕睡毋落覺咧！ 

掛忒電話， 聽著姐婆像先生樣，在該認真教等阿姆滷嫩薑
个聲：嫩薑逐年六、七月就會大出，買較多都毋使驚。買好愛先
洗淨來，洗个時節愛像摎細嬰兒仔洗身樣，定定仔洗，毋好拗
著，洗好咧愛摎佢晾燥來，再過放鹽去拋，拋到出水，就摎水倒
忒，好分佢軟身，這時節就絕對毋好再過動著水咧。等佢軟身
咧，就做得在鑊肚放水咧，豆醬、白砂乜跈等放落去，煮滾來。
係愛較鹹兜來傍飯，豆醬就放較加滴仔！係愛打淨食，糖就倒較
多一息，豆醬等佢煮滾，愛等佢暖燒7 暖燒个時節，正潑落嫩薑裡
肚，分歸盎个嫩薑浸過面頂，過兩三日就做得食咧。姐婆像廚房
師傅樣恁有板。 

高鐵略略仔掣一下，臺南站到咧，原來這一點鐘過四十三分
个車枋，做得分 愐起還細恁多个事情，想著姐婆摎阿姆兩子
哀，都係為著妹仔，不管佢兜戴在哪？逐年這隻時節，總係拿等
大面盆，底背張等淰淰个嫩薑，在該拋鹽个樣仔，唉！ 个嘴
脣，仰舐著麼个鹹鹹啊？ 

                                                      
6 論半點鐘：音 nun+ banˇ diamˊ zhungˋ；大約一小時。 
7  暖燒：音 nun shauˋ；溫溫的。 



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社會組（海陸腔） 

編號 08 號 

【阿婆个平安符】鄒瑞梅原作 

在 做細人仔个時節，初一十五長透跈阿婆行宮廟佛堂。逐
年个年下，家家屋屋愛拚掃、愛辦年貨，做甜粄、發粄、菜頭
粄，大家都無閒直掣，阿婆事頭做閒咧就會渡阿哥去拜石爺。該
係阿婆聽莊頭个滿叔婆講，若係細人仔出世身體無堵好，畜毋得
大，就做得分石爺做義子，細人仔就會身體健康無病無痛。阿哥
出世長透發病仔，阿婆去摎佢算命排八字，算命先生講阿哥愛分
石爺做契子，逐年愛記得換桊索，一直戴到十六歲，恁樣細人仔
正畜得大。 

毋知係正經恁樣，也係好福氣，拜石爺過後這一溜來，阿哥
个身體越來越好，讀書也已慶已沙鼻，獎狀貼到歸廳下。大咧！
收著兵單咧，講愛去新竹做兩年兵。阿婆聽著斯當毋盼得，黏時
喊 遽遽陪佢共下去廟町，講愛求一隻平安符分阿哥帶在身項，
希望媽祖婆保佑佢去兵營平安順序。 摎阿婆兩儕比比行落廟
肚，阿婆喊 點六枝香，一儕三枝。 看著阿婆皺皮皺皮个雙
手，擎等三枝清香，虔誠跪等求媽祖婆賜隻平安符，分孫仔一路
平安順序。想也奇怪，阿婆求過恁多平安符，仰會阿婆个頸根町

從來都毋識看著一隻平安符。 
等到 大咧，愛嫁人咧，阿婆牽等 个手，共樣來到媽祖婆

个面前，共樣喊 點六枝清香，一儕三枝。阿婆个毋盼得共樣刻
在面頰卵町，皺皮皺皮个雙手共樣擎等三枝清香，虔誠跪等求媽
祖婆賜隻平安符，求媽祖婆分 嫁著好人家。阿婆求著平安符，
黏時戴在 个頸根町摎 講：「細妹人大咧，生成就愛嫁人，三
從四德毋好攉忒，兜人个飯碗無恁該，做人心臼毋好惜手腳，入
灶下，鑊頭鑊背；落廳下，窗門壁角，煞猛勤勞正會得人惜，家
官家娘當做自家个爺哀來服侍，公婆和挼莫冤家，家和萬世興，
聽得識無？」 

聽等阿婆一句一句个叮嚀，目汁在目珠眶肚輾啊輾仔，戴等
阿婆个祝福摎加持， 會好好傳承阿婆个客家精神煞猛打拚，勤
儉持家，相夫教子，一代傳一代，興家旺族。到這下，結婚降子
咧，感謝阿婆，承蒙阿婆，一條紅紅个桊索，桊等兩子阿婆个血
脈；一隻四四角角个平安符，囥等阿婆對子兒大細个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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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坪个陂塘】邱一帆原作 

在水道水還吂普遍个年代，打井抽水、開塘作陂來滿足日常
生活、耕種灌溉个用水，係當重要个事情。係講你有特別注意，
離水源頭、河壩水較遠个莊頭、田洋，定著會有水井無就陂塘；
離水源頭、河壩較高个山坪，定著也會有陂塘無就水井。該水
井、陂塘，對該量時吂有自來水个人來講，係盡重要个頓水、用
水設備。 

對小南埔莊心路，一路向東南行，行過莊肚个坑仔橋，過蹶
一截山排石碫，頭前看著个係一大片个茶園，還有梨仔園。這所
在就安到上坪。穿過茶園、經過梨仔園，來到產業道路面，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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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風吹落陂塘肚，浮在魚塘面金金，輒常分人思想起。 

上坪這口陂塘，中央有一隻細島，係開陂塘時節留下來个，
也係這上坪四圍高出來个位所。聽講頭擺，主人為著監視茶園、
梨仔園裡肚个承勞、長工有煞猛做事無？就會兜張凳仔，坐在高
高个圓墩仔頂高，一方面擎等釣梹釣魚仔，一方面掌等工人，看
有認真做事無。主人擎釣梹釣魚仔个情景， 識看過，毋過實在

毋知，還有掌等工人做事个用意。五六支麻竹笐綁共下，就係一
條竹排橋，探過中央細島摎陂塘脣兩片。係講日頭昶烈，主人做
得遽遽行轉陂塘脣，跔到香絲樹下去尞涼。 

印象中，陂塘面長下會有歸群个鴨仔泅來泅去，成時，還有
兩三隻大白鵝閒閒，在該搞水吮1魚仔。陂塘肚畜有鯉嫲、草魚，
還有這下難得看著个鯽魚。還記得讀國小該時有一年暑假，擎一
支竹仔做个釣梹，挖一罐蟲䘆，就釣著歸錫桶个鯽魚，擐轉屋下
去分阿姆煎，放兜薑嫲絲、豆豉共下熻，就係一品香噴噴个好料
理。該量時，屋下無錢、生活艱苦，有恁樣个魚仔好食，實在係
幸福个事情。 

童年个 ，識在陂塘釣魚仔、洗身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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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大粒个螺螷仔。陂塘四
圍除忒有香絲樹，看得著个做盡係茶樹、梨仔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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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䉂繫腰脣，兩隻手摘等兩皮一芯个茶葉。茶子當結無斯油桐子熟
落地泥个時節， 長下在茶園肚、油桐樹下舂上舂下……。 

上坪个陂塘，生養出當多个生命，陂塘个四圍，有當多當靚
个風景，還深刻在 个腦殼裡背，童年到今， 毋識攉忒過！ 

 

                                                      
1 吮：音 cionˊ；扁嘴的家禽用嘴去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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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擐過細擐】賴維凱原作

在高鐵內底食肚早即變餒餒啊，䀴著面上架崠大包細包个包
袱重鈂鈂，嗄否勢敨開來食，高不將打得阿姊，䀴望今日暗夜煮
麼个。阿姊講暗夜無煮，害 掣一下，冰箱內底正伸一碗公舊飯
定。 講遐定著猶有嫩薑！阿依逐年這時攏會滷嫩薑，滷好歸大
面盆，即會拁阿姊普通時愛食个菜：蕨、鵝菜、肉丸、嫩薑牛
肉、炒大腸、地豆排骨湯，猶擱有自家灌个煙腸……，做一下擐
到臺南佢阿女个冰箱冰起來。阿姊講 仰子恁知？猶講前幾下日
阿依正對屏東擐過來，猶吂開封，係毋係得 鼻著啊？姊丈猶在
遐直直唸，仰子得阿依擐恁多、恁重！「無， 个愛食痣係仰子
來个？」 應阿姊。「遐即炒卵飯傍嫩薑，恁即真傍會落飯
啊。」 著面講，著面吞口涎水。

毋過，做阿依个敢總係恁？自 有印象，外媽逐年歇熱攏會
渡 人細子么去臺北䀴阿姨，自頭毋識歇過一擺，毋過若一想著
遐時攏愛鬥擐十外斤重个嫩薑和歸大墩半生熟个菜，這滿猶係有
一兜仔驚。連駛國光號个司機都忍毋會核問，臺北恁多菜好買，
仰子猶愛大擐擱細擐，重到硬討死？佢總係笑笑个，無加講麼

个。外媽普通時事真少，正有一件事情以外——臺北个阿姨搉電
話來！兩子哀會用講討半點鐘到一點鐘久！逐擺䀴著外媽接著佢
阿女个電話，即知外媽暗夜又驚係睡毋會落眠啊！

電話掛核， 聽著外媽像先生恁，在認真教阿依滷嫩薑个
聲：嫩薑逐年六、七月即會大出，買擱較多都毋驚。買來愛先洗
得佢淨俐，洗个時愛像拁阿佅洗膴身共款，款款子洗，毋好拗
著，洗好啊愛囥得佢晾燥，正擱囥鹽去捼，捼到出水，即拁水漕
莫，好得佢軟身，這時務即定著毋好擱碰著水啊。等佢軟身个時
務，即會用在鑊底放水啊，豆醬、白砂糖嘛做一下囥囥落去，煮
得佢滾。若討較鹹个來傍飯，豆醬即擱加囥一兜！若討打淨食，
糖即擱加漕一兜。等豆醬這兜煮滾，愛等佢燒暖燒暖个時，正潑
在嫩薑面上，得歸盎个嫩薑浸過面上，過兩三日即會用食啊。外
媽像總舖師恁有般。

高鐵略略仔掣一下，臺南站到位啊，幾時這一點鐘擱四十三
分个車班，會用得 想起細漢時恁多个事情，想著外媽和阿依兩
子哀，攏係為著阿女，毋管佢人蹛在哪位？逐年這個時務，總係
提著大面盆，內底裝淰淰个嫩薑，在遐挲鹽个形，唉？ 嘴脣，
若像㐁著麼个鹹鹹啊？



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社會組（詔安腔）

編號 08 號

【阿媽个平安符】鄒瑞梅原作

在 做細子个時，初一十五不時跈阿媽行宮廟佛堂。逐年个
年底，家家屋屋愛拚掃、愛辦年貨，做甜粄、發粄、菜頭粄，大
家攏無閒夾掣，阿媽事頭做閒啊即會渡阿哥去拜石爺。遐係阿媽
聽莊頭个滿叔婆講，若係細子出世身體毋堵好，供毋會大，即會
用得石爺做契子，細子即會身體康健無病無疾。阿哥出世不時破
病，阿媽去拁佢算命排八字，算命先生講阿哥愛得石爺做契子，
逐年愛記得換桊索，一直戴到十六歲，恁細子正供會大漢。

毋知係正經恁，抑係好福氣，拜石爺過後這一路來，阿哥个
身體越來越好，讀書嘛真慶、真厲害，獎狀貼到歸廳下。大漢
啊！收著兵單啊，講愛去新竹做兩年兵。阿媽聽著實在真毋盼，
隨喊 攔緊陪佢共下去廟，講愛求一個平安符得阿哥隨在膴身
脣，希望媽祖婆庇佑佢去兵營平安順序。 和阿媽兩儕緊緊行入
廟內底，阿媽喊 點六枝香，一儕三枝。 䀴著阿媽皺皮皺皮个
雙手，擎著三枝清香，虔誠跪蹛求媽祖婆賜平安符，換孫子一路
平安順序。想嘛怪奇，阿媽求過恁多平安符，仰子會阿媽个頸一
溜都毋識䀴著一個平安符。

等到 大漢啊！愛嫁人啊，阿媽牽著 个手，共款來到媽祖
婆个面頭前，共款喊 點六枝清香，一儕三枝。阿媽个毋盼共款
刻在面頰卵面上，皺皮皺皮个雙手共款擎著三枝清香，虔誠跪蹛
求媽祖婆賜平安符，求媽祖婆得 嫁著好人家。阿媽求著平安
符，隨戴在 个頸拁 講：「妹子人大漢啊，本底即愛嫁人，三
從四德毋好放莫，捧人个碗飯無恁快，做人新婦毋好惜手腳，入
灶下，鑊頭鑊背；落廳下，窗門壁角，煞著猛醒勤儉正會得人
惜，家官家婆當作自家个爺哀來款待，公姐和諧毋好冤家，家和
萬世興，聽識無？」

聽阿媽一句一句个吩咐，目汁在目珠內底輪啊輪，戴著阿媽
个祝福和加持， 會好好傳承阿媽个客家精神，煞著猛醒打拚，
勤儉捍家，相夫教子，一代傳一代，興家旺族。到這滿，結婚降
細子啊，感謝阿媽，勞力阿媽，一條紅紅个桊索，桊著兩子阿媽
个血脈；一個四四角角个平安符，囥著阿媽對子兒大細个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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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坪个陂塘】邱一帆原作

在水道水猶吂普及个年代，打井抽水、開塘作陂來滿足日常
生活、作穡蔭田个用水，係真重要个事情。若講你有特別注意，
離水源頭、溪水較遠个莊頭、田洋，定著會有水井，無即陂塘；
離水源頭、溪水較高个山坪，定著嘛會有陂塘，無即水井。遐水
井、陂塘，對遐睏子吂有水道水个人來講，係真要緊个存水、用
水設施。

對小南埔莊心路，一路向東南行，行過莊底个坑子橋，擱跋
一截山腰石礹，頭前䀴著个係一大片个茶園，猶有梨園。這個所
在即號做上坪。穿過茶園，路過梨園，來到產業路面上，脣頭䀴
會著大嫲頭个相思樹，五、六月時，開一蕊一蕊黃黃个花，跈風
吹落陂塘底，浮在魚塘面上金金，恬恬得人思想起。

上坪這個陂塘，中央有一細粒島，係開陂塘時留落來个，嘛
係這上坪四角輪轉高出來个所在。聽講成過，主人為著監督茶
園、梨園內底个辛勞、長工有煞著猛醒做事無？即會擔一張凳，
坐在高高个圓墩面上，著面擎魚釣釣魚，著面顧工人，䀴有認真
做事無。主人擎魚釣釣魚个情景， 識䀴過，毋過實在毋知，猶

有顧工人做事个用意。五、六支麻竹笐䌈共下，即係一座竹排
橋，探過中央細粒島和陂塘脣兩裡。若講日頭傷猛，主人會用攔
緊行轉陂塘脣，跔在相思樹下去歇涼。

印象內底，陂塘面上不時會有歸陣个鴨泅來泅去，一半下，
猶有兩三隻大白鵝閒閒，在遐賞水啄魚；陂塘底有供鯉魚、草
魚，猶有這滿難得䀴著个鯽魚。猶記得讀小學有一年歇熱，擎一
支竹做个魚釣，耬一罐蟲䘆，即釣著歸鉛桶个鯽魚，擐轉屋下去
得阿依煎，囥一兜仔薑嫲絲、豆豉熻，即係一落香噴噴个好料
理。遐時務，屋下無錢，生活艱難，有恁个魚好食，實在係福氣
个事情。

細子時个 ，識在陂塘釣魚、泅水，摸過一條一條長長膏膏
个田雞婆卵，摸過一粒一粒扁扁大大粒个蚶螷。陂塘四角輪轉有
相思樹以外，䀴會著个做一下係茶樹、梨樹，猶有幾下頭油桐
樹。嫩芯茶青當出个時，滿園捋茶个夫娘人，笠婆䌈花巾，䉂子
掛腰脣，兩隻手捋著兩皮一芯个茶葉。茶子當結抑係油桐子黃到
跌落泥个時， 恬在茶園內底、油桐樹下傱上傱落……。

上坪个陂塘，供出真多个生命，陂塘个四角輪轉，有真多足
靚个風景，猶深深刻在 个頭那殼內底，做細子到今， 毋識添
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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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擐過細擐】賴維凱原作 
在高鐵項，肚屎既經變背囊咧，䀴等頂高架仔項大包細包个

等路重魁魁仔嗄敗勢解開來1食，高不將打分阿姊䀴啊今暗晡煮麼
个。阿姊講暗晡夜無煮，害 暢樂一下，冰箱肚正伸著一碗公冷
飯定定。 講該定著還有嫩薑！阿姆逐年這時節都會滷嫩薑，滷
好歸大面盆，就會摎阿姊平常時好食个菜：蕨仔、皺蕒、肉丸、
嫩薑牛肉、炒大腸、地豆仁排骨湯，還過自家撐个灌腸……，做
一下擐到臺南厥妹仔个冰箱肚冰起來，阿姊講 仰恁知總？還講
前幾日阿姆正對屏東擐啊過來，還無開封，係毋係分 鼻著咧？
姊丈還在該噥噥噥噥，仰分阿姆擐恁多、恁重！「無， 个食祿
痣仰般來个啊？」 恁樣應阿姊。「該就炒飯傍嫩薑，恁樣就當
扯飯咧。」 一頭講，一頭吞等口涎水。 

毋過，做哀仔个總係恁樣啦？自 有印象，姐嬤逐年避暑都
會帶等 兜細阿啾仔6上臺北䀴阿姨，自從毋識停過一擺，但係一

                                                      
1 解開來：音 gieˋ koiˇ loi；打開來。 
2  暢樂：音 tiongˋ log；非常開心。 
3  定定：音 tinˊ tinˊ；而已。 
4  皺蕒：音 ziuˋ magˋ；萵苣，嫩苗可為蔬菜炒食。 
5  姐嬤：音 ziaˋ maˊ；外祖母。 
6 細阿啾仔：音 seˋ aˊ zio erˋ；小蘿蔔頭。 

想啊著該下都愛 擐十過一二十斤重个嫩薑摎一大樖拉7 半生熟个
菜，到這下還係有一息息驚。連駛國光號个司機都忍毋核問，臺
北恁多菜好買，仰還愛使大擐過細擐，重到會死8？佢總係笑笑
仔，無多講麼个，姐嬤平常時話當少，除忒一件事情——臺北个
阿姨打電話來！兩子哀做得講論9半點鐘到一點鐘久！逐擺䀴著姐
嬤接著厥妹仔个電話，就知姐嬤暗晡夜又怕睡毋落覺咧！ 

掛忒電話， 聽著姐嬤像先生樣仔，在該認真教等阿姆滷嫩
薑个聲：嫩薑逐年六、七月就會大出，買較多都毋怕。買咧愛先
洗淨來，洗个時節愛像摎細嬰兒仔洗浴樣，定定仔洗，毋好拗
著，洗好咧愛分佢晾燥來，再過放鹽去拋，拋到出水，就摎水漕
忒，好分佢軟身，這時節就絕對毋好過凭著水咧。等佢軟身个時
節，就做得在鑊肚撎水咧，米醬、白砂乜跈等放落去，煮滾來。
係愛較鹹兜來傍飯，米醬就過放加兜仔！係愛打淨食，糖就漕較
多一息，米醬等分佢煮滾，愛等佢侖燒侖燒个時節，正潑到嫩薑
項，分歸盎个嫩薑浸過面，過咧兩三日就做得食咧。姐嬤像廚房
師傅樣恁有款。 

高鐵略略仔掣咧一下，臺南站到咧，原來這一點鐘過四十三
分个車枋，做得分 想起還細恁多个事情，想著姐嬤摎阿姆兩子
哀，都係為著妹仔，毋管佢兜戴在哪？逐年這隻時節，總係提等
大面盆，裡背張等淰淰个嫩薑，在該拋鹽个形投仔，唉？ 个嘴
脣，仰舐著麼个鹹鹹啊？ 

                                                      
7  一大樖拉：音 rhidˋ taiˊ poˇ loˇ；一大堆。 
8 重到會死：音 chungˇ doˋ voiˊ siiˋ；重到提不動，指重得要死。 
9 論：音 nunˊ；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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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个平安符】鄒瑞梅原作 

在 做細人仔个時節，初一十五長透跈阿嬤行宮廟佛堂。逐
年个年下，家家屋屋愛拚掃、愛辦年貨，做甜粄、發粄、菜頭
粄，大家都無閒洎杈，阿嬤事頭做閒咧就會渡阿哥去拜石爺。該
係阿嬤聽庄頭个屘叔婆講，若係細人仔出世身體無堵好，畜毋得
大，就做得分石爺做契子，細人仔就會身體健康無病無疾。阿哥
出世後長透發病仔，阿嬤去摎佢算命排八字，算命先生講阿哥愛
分石爺做契子，逐年愛記得換桊索，一直戴到十六歲，恁樣細人
仔正畜得大。 

毋知係正經恁樣，也係好福氣，拜石爺過後這一路來，阿哥
个身體越來越好，讀書也異慶，異沙鼻獎狀貼到滿廳下。大咧！
收到兵單咧，講愛去新竹做兩年兵。阿嬤聽到斯當毋盼得，隨喊

遽遽陪佢共下去廟項，講愛求一隻平安符分阿哥帶在身項，希
望媽祖婆保佑佢去兵營平安順序。 摎阿嬤兩儕比比行入廟項，
阿嬤喊 點六枝香，一儕三枝。 䀴到阿嬤皺皮皺皮个雙手，擎
等三枝清香，虔誠跪等求媽祖婆賜隻平安符，換孫仔一路平安順
序。想啊奇怪，阿嬤求過恁多平安符，仰會阿嬤个頸根項從來都
毋識䀴到一隻平安符。 

等到 大咧！愛嫁人哩，阿嬤牽等 个手，共樣來到媽祖婆
个面前，共樣喊 點六枝清香，一儕三枝。阿嬤个毋盼得共樣刻
在面頰卵項，皺皮皺皮个雙手共樣擎等三枝清香，虔誠跪等求媽
祖婆賜隻平安符，求媽祖婆分 嫁到好人家。阿嬤求到平安符，
隨戴在 个頸根項摎 講：「細妹人大咧，生成就愛嫁人，三從
四德毋好豁忒，兜人个飯碗無恁該食，做人心婦毋好惜手腳，入
灶下，鑊頭鑊背；落廳下，窗門壁角，煞猛勤勞正會得人惜，家
官家娘當做自家个爺哀來服侍，公婆和挼莫冤家，家和萬世興，
聽得識無？」 

聽等阿嬤一句一句个叮嚀，目汁在目珠裡肚輾啊輾，戴等阿
嬤个祝福摎加持， 會好好傳承阿嬤个客家精神煞猛打拚，勤儉
持家，相夫教子，一代傳一代，興家旺族。到這下，結婚降子
咧，感謝阿嬤，承蒙阿嬤，一條紅紅个桊索，桊等兩子阿嬤个血
脈；一隻四四角角个平安符，囥等阿嬤對子兒大細个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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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坪个陂塘】邱一帆原作 

在水道水還吂普遍个年代，打井抽水、開塘作陂來滿足日常
生活、耕種灌溉个用水，係當重要个事情。係講你有特別注意，
離水源頭、溪壩水較遠个莊頭、田洋，定著會有水井無就陂塘；
離水源頭、溪壩較高个山坪，定著也會有陂塘無就水井。該水
井、陂塘，對該量時吂有自來水个人來講，係盡重要个頓水、用
水設備。 

對小南埔莊心路，一路向東南行，行過莊項个坑仔橋，過蹶
一截山排石碫，頭前䀴著个係一大片个茶園，還有梨園。這所在
就安到上坪。穿過茶園、經過梨園，來到產業道路面，脣項䀴得
著大嫲頭个香絲樹，五六月間，開出一蕊一蕊黃黃个花，跈等風
吹落陂塘肚，浮在魚塘面金金，輒常分人思想起。 

上坪這隻陂塘，中央有一隻細島，係開陂塘時節留下來个，
也係這上坪四圍高出來个位所。聽講頭擺，主人為著監視茶園、
梨園裡肚个承勞、長工有煞猛做事無？就會兜張凳仔，坐在高高
个圓墩仔頂項，一方面擎等懸梹懸魚仔，一方面掌等工人，䀴有
認真做事無。主人擎懸梹懸魚仔个情景， 識䀴過，毋過實在毋

知，還有掌等工人做事个用意。五六支麻竹笐綁共下，就係一條
竹排橋，探過中央細島摎陂塘脣兩片。係講日頭昶1烈，主人做得
遽遽行轉陂塘脣，勼到香絲樹下去尞涼。 

印象中，陂塘面不時會有歸群个鴨仔泅來泅去，成時，還有
兩三隻大白鵝閒閒，在該爽水吮草。陂塘肚畜有鯉嫲、草魚，還
有這下難得䀴著个鯽魚。還記得讀國小有一年暑假，擎一支竹仔
做个懸梹，挖一罐蟲䘆，就懸著歸錫桶个鯽魚，擐轉屋下去分阿
姆煎，放兜薑嫲絲、豆豉熻，就係一品噴香个好料理。該量時，
屋下無錢、生活艱苦，有恁樣个魚仔好食，實在係幸福个事情。 

童年个 ，識在陂塘懸魚仔、洗浴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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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大粒个螺螷仔。陂塘四
圍除忒有香絲樹，䀴得著个做盡係茶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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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婆遮花巾，䉂
公繫腰脣，兩隻手摘等兩皮一芯个茶。茶子當結或者油桐子熟落
地泥个時節， 輒常在茶園肚、油桐樹下舂上舂下……。 

上坪个陂塘，生養出當多个生命，陂塘个四圍，有當多當靚
个風景，還深刻在 个腦殼裡背，童年到今， 毋識攉忒過！ 

 

                                                      
1 昶：音 tiongˋ。 
2  吮：音 cionˋ；扁嘴的家禽用嘴去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