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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食菝仔放銃子 
賴又嘉 

若講著菝仔，喙瀾都強欲津落來。菝仔的品種真正是
窒倒街。我上愛食的，毋是軟軟芳芳的芳菝仔，毋是改良
甲真大圈的泰國菝仔，毋是較幼絲的世紀菝仔，也毋是青
piàng-piàng 的土菝仔，是大細粒拄拄仔好，有子，生做親
像梨仔，色水白霧白霧，摸著閣敢若有一粒一粒的真珠浮
佇頂懸仝款的「真珠菝仔」。尤其是寒人阿媽兜「有穿衫」
的真珠菝仔，是一領一領穿起去的，雖然厚工，毋過每
一粒攏是阿媽佮阿舅用心、流汗種出來的「真珠」。 

聽阿母講，我自細漢就真愛食菝仔。逐改若去阿媽兜，
就愛緊傱去菝仔欉跤，吵欲挽菝仔、哭欲食菝仔。因為是
阿媽兜家己種的，大出的時，逐工攏有菝仔囥佇厝。看大
人咧食，就算我無喙齒嘛𢯾𢯾咧嚙、攔咧舐。阿母驚講切傷
細塊予我食顛倒會去哽著，規氣大大粒提予我嚙。恁想看
覓咧，彼當時，我才兩、三歲，猶閣真細粒子，愛用兩肢
手同齊，才有才調𢯾𢯾一粒大大圈的菝仔，定著真滿足、真
歡喜。雖然喙齒猶未生齊全，毋過嚙咧嚙咧嘛胡蠅貪甜閣
兼𠢕𠢕鼻芳。 

會記得二年仔的時陣，我拄咧換喙齒，頭前排的喙齒
攏落了了，無通好咬較𠕇𠕇的物件，毋過我猶原真癮食菝仔。

阿母驚我無哺就吞落腹肚，驚講食傷濟胃會砧砧，tsua̋nn
絞做汁予我啉，原來菝仔汁嘛遮好啉！ 

這馬較大漢矣，喙齒嘛發齊矣，佮細漢相——愛食
菝仔的芳、愛食菝仔的酸甜，閣加一項——愛食菝仔的脆。
講著菝仔的脆，彼毋是𠕇𠕇，嘛毋是軟喔！就是拄拄仔好，
咬落去會「khāu」一聲。所以，參細漢仝款，比起切好、
子挖掉的菝仔，我猶是較愛規粒提咧嚙，閣連子都食落腹
肚底。 

表小弟較無愛食菝仔，見改佇阿媽的菝仔園，若看著
我咧挽菝仔、食菝仔、閣連子都吞落腹肚底，就一直笑我
「食菝仔放銃子」、「食菝仔放銃子」，我攏無愛插伊。是伊
毋知影菝仔的清甜，毋捌菝仔子的好滋味⋯⋯。閣共恁講一
个祕密，食菝仔皮膚會白 phau-phau，閣有，我從到今毋
捌放過銃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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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飛上天的數想 
劉瑞發 

細漢到今，我的頭殼內底定有一寡譀古的想法。毋過
我毋是空喙哺舌，抑是痟人厚言語，彼攏是我斟酌想過，
有一日應當會當用科技來實現的夢想。其中，和鳥仔仝款
會當佇天頂飛，是我上大的向望。 

我想欲發明一塊會當予我飛起去天頂的「輪枋」，後壁
會當若噴射機仝款噴出氣流，予我徛佇頂懸飛上天，按呢
是毋是真奅咧？ 

若準予我發明這款「輪枋」，我想欲做的代誌就說不盡
囉。代先我會浮佇天頂偷看現此時上衝、上紅的歌星所辦
的演唱會。毋過，到時逐家的目睭定著會掠我金金看，袂
閣看台頂的歌星表演囉。 

紲落來，我欲來試看覓仔彼號和棉仔糖生做不止仔成
的雲，食著是啥款滋味，凡勢閣愛紮一罐仔糖來調味，才
袂無鹹無纖。 

我想欲做的第三件代誌是飛起去月娘頂面，看是毋是
正經有嫦娥佮兔仔佇遐。第四件代誌是欲飛去較倚日頭的
外太空，遮爾遠專工一逝路去遐是為著啥？我想欲知影用
日頭烘出來的牛排是啥滋味，恁可能咧笑我牛排猶未鼻芳
著，就會予日頭烘甲臭火焦閣兼著火矣。嘿，恁想傷濟矣，

我才無遐戇，我會穿我發明的太空衫，保證袂失覺察。 
紲落來，我會飛去南極，毋是欲去看徛鵝搖尻川花，

我會飛甲懸懸懸，去看天頂的破空敢是愈來愈大空，抑是
有改善矣。當然，欲去遐爾寒的所在，著愛會記得疊我彼
領萬能的防寒防熱衫啦！ 

既然都去南極矣，彼北極哪會使共落勾。我來看覓仔
是毋是像自然老師講的，因為地球愈來愈燒烙，遐的冰溶
欲了矣。北極熊嘛愈來愈僫揣著食的，煞變甲消瘦落肉。
落尾我欲共心情放予輕鬆，來好好仔欣賞，啥物是予人看
著會袂𥍉𥍉目的「極光」！ 

聽著我的分享，毋知逐家是感覺蓋有創意，抑是會笑
我烏白想，共我當做痟的咧。不而過，這馬科技進步的速
度一日千里，予人料想袂到。無的確閣免偌久，咱人就會
當徛佇輪枋頂懸，像鳥仔仝款自由自在飛上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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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夢想的所在 
邱素真 

學校的運動埕邊仔，有一塊菜園仔，內底有幾若逝菜
股，號做「歡喜農場」。歇熱了後，草仔發甲滿四界。這幾
冬，電視新聞定定咧放送食安風暴，老師想欲予阮有食安
的觀念，看阮嘛興興仔，能力嘛有夠，就決定欲𤆬𤆬阮同齊
種作。 

上課的時陣，老師先紹介「友善耕作」，愛阮種健康的
農作物佮愛護環境，閣講食在地的食物嘛會當節能減碳。
予阮有正確的觀念了後，才閣佮阮討論想欲種的物件。高
麗菜、芥菜、蔥仔、蒜仔、番麥、臭柿仔、草莓、檨仔……，
夢想真濟，只可惜菜園仔無夠大。 

紲落來開始薅草，開白花的刺查某上大欉、上影目，
一下仔就予阮薅了了。臭頭香連根挽起來，「Ua̋！敢若細細
粒的番薯喔！」逐家大聲咻；鹽酸仔草開粉紅色的花蕊，
細細蕊真古錐，根挖起來了後敢若細粒的白菜頭。虯虯的
蜈蚣雄雄伸直、密喌喌的狗蟻滿四界走、胸坎仔頂有一丸
白白的蜘蛛跳咧跳咧、軟軟的刺毛蟲四界趖……。菜園仔
內的蟲豸真濟，頭一改遮爾仔近咧看，予阮大開眼界。 

閣再來是掘塗培菜股，阮相爭攑鋤頭欲掘，一下掘落
去，看著杜蚓仔咧滾絞，一尾變做兩橛，真正對不起伊，

好佳哉杜蚓仔有再生能力，一尾會變兩尾。雖罔是透早來，
毋過逐家猶原大粒汗細粒汗，無閒 tshih-tshih。 

總算會使佇菜股種物件矣，閣來共校園收集來的落葉
崁起來，工課就完成囉！沃水、薅草、落肥猶原是日常的
工課。有閒的時去菜園仔踅踅咧，看著農作物青 ling-ling
擔頭向望，一工大過一工，心情真爽快，果然是名不虛傳
的「歡喜農場」。我想這嘛是真濟人為著理想堅持落去的動
力！ 

十二月尾，老師𤆬𤆬阮參加料理比賽。平常時仔共教室
當做灶跤咧練習，阮定定佇第四節課練習煮食，按呢中晝
就通好加菜囉！比賽這工，阮對簡單的料理――蔥仔卵、
炒高麗菜開始落鼎。阮嘛真長志，竟然得著頭名，歡喜甲
飛上天！ 

「歡喜農場」是性命生湠的所在，嘛會當實現心內的
夢想，向望逐家的心肝底攏有這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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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來去屏東海生館蹛一暝 
陳惠君 

歇熱，是做學生上期待的，逐家講著歇熱攏嘛是歡頭
喜面。不而過，這馬熱天的氣溫有夠懸，磕袂著就三十七
度，強欲共人熁甲昏昏去。出門無十分鐘，汗就流甲規身
軀黏黐黐，想著按呢就予人干焦想欲覕佇咧冷氣房內底。 

毋過，規個月攏踮厝裡嘛足無聊的，當咧想講欲去有
冷氣的所在行行咧，就遮爾仔拄好，阿姨敲電話來，約我
佮幾个表兄弟鬥陣來去屏東海生館蹛一暝。我問阿母敢會
使予我去，阿母隨應好，我越頭就共阿母唚一下。彼站仔
阿母叫我創啥物，我就乖乖仔緊去共代誌做予好勢。隔轉
工，阮就開始討論欲蹛佗一區。因為拄著歇熱，上衝的海
底磅空，早就賣了了矣，別搭嘛是賰一寡仔位爾爾。後來，
阮選擇的是猶閣賰較濟位的臺灣水域館。 

總算等到欲來去屏東海生館的彼一工，逐家做伙坐一
台車落去。屏東實在是有夠遠的，坐甲尻川強欲必開才到
位。共工作人員報到了後，就會使得佇海生館四界踅踅咧。
內底除了有豔色的熱帶魚、美麗的珊瑚以外，閣有魴魚、
鯊魚佮生做足古錐的徛鵝。予我印象上蓋深的是世界大欉
的海菜，真正是生目睭毋捌看過。日頭的光線對面頂照落
來，彼个畫面若親像咧拍電影仝款，予我佇遮加翕足濟張

相片。 
等活動開始了後，就有專業的導覽人員進行解說，𤆬𤆬

逐家做伙箍一輾，予阮對暗時陪伴阮歇暝的生物有較深的
了解。紲落來就去餐廳食暗頓，想袂到毋但菜色豐沛閣袂
歹食。落尾，照報名的順序，家己𢯾𢯾棉襀被選擇下昏暗欲
睏的所在。倒佇塗跤不時看著魚仔佇我的身軀邊泅來泅去，
一下仔就睏去矣。早頓食了以後，猶閣有精彩的飼魚仔表
演通好看。 

佇海生館蹛一暝，誠實創造一个難忘的記持，後改我
閣想欲去蹛徛鵝區，而且愛揀十月、十一月去。因為配合
極地區域看會著日頭的時間，到暗時十一點電火攏是著的，
會用得看徛鵝看到睏去，干焦想就感覺足幸福的。另日你
若有機會去屏東耍，嘛愛去海生館蹛一暝試看覓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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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Siáng 才是囡仔啦？ 
鍾育紋 1 

阮大伯大阿爸十外仔外歲，阿爸拄去讀國小，大姆就
嫁來阮兜。到甲阮阿爸娶某生囝，大伯的後生攏去食頭路
矣，因為尾仔阮無蹛佇舊厝，就較罕得看著叔伯阿兄。
彼陣我咧讀幼稚園，八點檔有一齣武俠的當時行，阮囡仔
人嘛綴咧看甲迷迷。內底有一个歹人心肝足雄的，定咧害
人瘸跤斷手，阮佇電視前是看甲雙手捏拳，慼伊是慼甲目
睭強欲吐出來。 

有一工，四个叔伯阿兄來阮兜食茶，我煞雄雄發現第
三阿兄當時仔佮彼个歹人生甲有夠成的。這聲慘矣，雖然
理智共我講無這號代誌啦，毋過彼陣我可能猶是用大腦平
衡、小腦思考的戇囡仔，tsua̋n驚甲一直共椅頭仔徙向後壁
去。逐家看我各樣各樣，攏誠好心來關心，一下知影我咇
咇掣的因由，攏笑甲險險仔反過。閣較害的是驚惶無因
為我共講出來就無去，會記得我驚第三阿兄驚一冬較加，
便若伊來我就隨覕去大人的尻脊後。到今共想起來，實在
對伊足歹勢！ 

毋過第三阿兄彼毋是伊刁故意的，愛怪我想像力烏白
牽。啊若阮二伯就正正是專工來共我創治的。伊定佇我放
學彼陣來阮兜，來的時閣刁持牽長聲講：「謼！腹肚足枵的，

來看恁冰箱有啥物好料的？」「你毋通看我遮濟歲，我佮囡
仔仝款上愛啉養樂多啦！」伊閣會那講那行對灶跤去。我
袂堪得人激，就會緊衝去伊的面頭前，雙手展開共擋咧，
氣怫怫共講：「奇怪呢！你轉去恁兜才去開冰箱啦！」 

落尾是阿母再三共我保證：「人阿伯干焦是咧佮你滾笑
啦！」「啊伊若真正共養樂多攏啉啉去欲按怎？」「都共你
講袂矣閣！好啦，若準伊有啉我才閣買啦！」會記得頭擺
我無予二伯的話弄甲嚓嚓趒，猶有法度共尻川黏佇椅仔頂
的時，我其實已經忍甲強欲著內傷。毋過真正親像阿母講
的呢，二伯彼擺用話那共我激跤那行，閣用目尾共我偷䀐，
佇伊咧欲行入去內底間的時，跤步煞雄雄擋恬，共腹肚挲
咧挲咧，頭敧敧講：「欸？我的腹肚哪會雄雄袂枵矣？無，
來食茶就好矣啦！」 
                                                                                                                       
1鍾(Tsiong)育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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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一箍銀的碌硞馬 
林沛辰 

細漢的時，阮就佮阿公、阿媽、叔伯兄姊蹛做伙，規
家伙仔感情誠好，連阿母同姒仔都袂輸姊妹仔仝款。阮
這个大家族仔的和樂，是阮彼箍圍仔通人知，嘛通人欣羡
的。 

阮兜附近有一間「游小兒科診所」，雖罔是小兒科，毋
過厝內大大細細，毋管啥物症頭，攏會去遐揣醫生治療。
見若厝裡有大人欲去診所予醫生看，阮遮的囡仔攏會相爭
欲綴。因為若綴有著，就會使佇診所坐碌硞馬，沉醉佇家
己的世界內底；綴無著的人，干焦會當目睭金金看行對
診所去。 

診所內面有設一隻橐錢的電動碌硞馬，這隻電動的碌
硞馬和別个所在的無仝款，伊無音樂聲嘛無伴奏的囡仔歌，
干焦連鞭懸、連鞭低，一直搖、一直搖。上特別的是，欲
坐這隻電動碌硞馬，只要橐一箍銀就會使坐咧欲五分鐘久，
而且伊的造型就親像是一隻真正的細隻馬仔仝款，坐佇頂
面規个人攏奢颺起來。閣較好空的是，啥人𤆬𤆬去的就會負
責橐錢，若是去的彼工人較濟等較久，紲落閣無囡仔排隊
等欲坐碌硞馬，這聲就絕對坐甲夠氣才會轉去。 

佇阮上大漢的叔伯兄哥生後生彼冬，聽厝內的序大人

講，小兒科診所的醫生年歲有矣，想欲退休，阮遮的囡仔
聽一下煞愣去，毋是煩惱破病無醫生館通看，顛倒是驚以
後無碌硞馬通坐矣。 

有一工我放學轉來到厝，傱對廳裡欲共冊包囥咧，目
睭前的情景，到今猶無法度放袂記得，彼隻碌硞馬竟然出
現佇我的面頭前。「阿公，碌硞馬哪會走來咱兜？」 

阿公聽一下煞愛笑，伊講：「游的都欲退休矣，這隻碌
硞馬欲賣嘛干焦賰歹鐵仔的價數。頂回咧開講的時，伊講
咱若無棄嫌，會使送咱。」真正有遮好空的代誌，按呢對
這馬開始，我就毋免煩惱無碌硞馬通坐矣！ 

隔轉工，阿公佇碌硞馬的邊仔囥一條椅仔，椅仔頂有
一个塑膠罐仔，內面的銀角仔貯甲滇滇滇，閣攏是一箍的，
彼是欲予阮遮的囡仔坐碌硞馬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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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人想欲去讀冊啦！ 
林如卿 

冊桌仔頂的鬧鐘仔，足濟工無霆矣。這馬會使涼勢仔
涼勢，毋免坐佇教室上課，嘛毋免予老師押咧逐工寫功課，
毋過我煞無蓋歡喜，顛倒感覺規个人懶懶𤺪𤺪𤺪𤺪，足無聊的，
人想欲去學校讀冊啦！ 

頂頂禮拜二下晡，學校雄雄宣佈欲停課，老師講「新
冠肺炎」那來那嚴重，所以愛停課才袂發生互相感染的問
題。拄聽著這个消息，真濟同學攏佮我仝款，歡喜甲大聲
喝：「Ié！」心肝內干焦想講：「有夠讚的，毋免來上課，
會使逐工閒仙仙，睏甲日頭曝尻川矣！」 

毋過代誌敢若無像我想的彼款，拄開始阿爸、阿母去
上班，賰阿媽佇厝照顧阿兄佮我。阮兩个早頓食飽就開始
耍手機仔，耍甲過晝矣猶毋煞鼓。阿媽就喝講：「恁兩个好
來食晝矣啦！」我佮阿兄隨應：「好啦！咧欲好矣！」阿媽
仙喝都喝袂行。阿母轉來知影了後，隨共阮的手機仔吊銷
執照，而且無偌久老師就透過群組傳一寡仔功課愛阮看，
講是「停課無停學」。阿母共遮的功課囥佇電腦桌面，規定
我愛照伊安排的時間去看，等阿母下班才替我傳作業予老
師。阿兄國中的老師閣較雄，網路上課的時間排甲滇滇
滇，愛寫的作業嘛一大捾，閣講逐工攏愛「上課」，有時看

老師錄好的影片，有時照老師規定的時間「線頂上課」。 
哪會按呢？這佮我想的攏無仝款，我叫是免去學校上

課會較涼勢，心肝內想講：「老師！你哪會無愛較貧惰咧？」
毋過老師敢若無聽著我的心聲，仝款照伊的規畫，無一科
走閃去，連母語老師嘛錄影片共阮上課。若準平平愛上，
我較愛佇學校上課，下課的時閣會當佮同學𨑨𨑨迌兼開講，
加偌好咧，上無上課嘛加真趣味。 

我想欲去學校讀冊啦！喙罨規工掛牢牢嘛無要緊，這
站仔我攏乖乖踮厝無烏白走。老師講若是逐个人攏遵守規
定，新冠肺炎才壓會落來，阮才會使轉去學校上課。天公
伯仔你著鬥保庇，我保證會乖乖袂四界去，拜託你共病毒
趕走，予我轉去學校讀冊。感恩！ 



111 年全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文章(國小組) 
 

08 菜市仔 
陳沛彤 

猶會記得細漢的時，阿媽兜樓跤就是菜市仔，逐擺
只要我轉去，透早就會予人喝賣的聲吵起床，我若起床，
阿媽就會招我做伙去買菜。伊講若較早去市場，就有較濟
物件通好揀，買著的肉嘛較媠，毋免買別人揀賰的。 

菜市仔真鬧熱，除了青菜、魚肉佮果子，市場嘛會賣
一寡仔較傳統的喙食物仔。我誠愛踅菜市仔，尤其是佮阿
媽做伙，除了逐擺攏會有好空的以外，伊嘛會教我按怎揀
夠分的果子或者是當咧大出的青菜。阿媽閣共我講，買菜
就是愛會曉佮頭家盤撋，毋管有共頭家買物件無，攏愛相
借問。頭家心情若好，你共買物件無的確就會算你較俗，
順紲閣送你幾瓣仔蒜頭。 

我感覺阿媽誠厲害，菜市仔內底有誠濟頭家攏咧賣仝
款的物件，我就問阿媽：「你是按怎去記遐的頭家賣啥物？」
阿媽講伊攏用頭家的特色去記，親像賣青菜的有掛目鏡，
就會叫伊「目鏡的」；賣果子的頭家見著人攏無愛笑，就叫
伊「臭面的」。有一擺阿媽叫我去菜市仔買菜，魚仔佮豬肉
攏愛共阿梅買、青菜去共目鏡的買。去到賣豬肉的阿梅遐，
我就共講阿媽叫我來買豬肉，順紲問看伊有咧賣魚仔無。
頭家笑笑仔講：「小姐，阮遮無咧賣魚仔。」我緊共頭家會

失禮，毋過愈想愈奇怪，敢講賣魚仔佮賣豬肉的阿梅是無
仝人？尾仔阿媽看我無買魚仔轉去，伊才想著伊無共我講
兩个是無仝人，賣魚仔的叫「阿玫」，是玫瑰的玫；賣豬
肉的叫「阿梅」，是梅花的梅。 

綴阿媽去菜市仔的時間若倚晝，阮兩个大粒汗、細粒
汗，腹肚嘛枵矣，阿媽就𤆬𤆬我去食礤冰。礤冰一下捀來，
我佮阿媽一人一喙，拄才買菜的辛苦袂輸綴冰做伙消敨去，
毋但食甲透心涼，閣食著一種幸福的滋味。 

阿媽這馬愈來愈有歲矣，自從阿媽搬厝了後，已經誠
久毋捌佮阿媽做伙踅菜市仔。逐擺佮阿媽開講，若是講到
遮，阮攏會足歡喜，頭殼內攏是較早阿媽牽我的手，做伙
踅菜市仔佮食冰的畫面。希望以後有機會，會使換我𤆬𤆬阿
媽去踅菜市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