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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麻糍雨 
洪淑昭 

人生過欲一半才有機會通看著麻糍雨，彼日的情景一
直到今，猶原不時浮現佇我的頭殼內。 

彼日阮翁欲出張，講欲去旗後翕新船進水的儀式，硬
招我和伊去。原本我看日頭遐炎，想著採訪就愛佇日頭跤
煎，規个人攏刺疫起來，隨幌頭喝無愛。伊看我遮無意，
就唌講：「你敢捌看過麻糍雨？」頭起先我叫是伊咧譀古，
就揬講：「天頂若會落麻糍，咱就手開開，等待麻糍落落來
就好。」伊搭胸崁掛保證，講若去一定有麻糍雨通看，我
毋才姑不而將綴伊去。 

進水儀式是佇造船廠碼頭進行的。阮到現場，港口已
經徛甲實實實。進水的大船新點點閣幔紅結綵，拜拜的祭
品款甲誠豐沛，牲醴閣是誠罕得看，有含豬頭的五牲。參
加的來賓頷仔頸攏有結一條印「進水大吉」的紅帶仔。耳
空邊我不時有聽人咧會：「新船的主人大出手喔！」「聽講
麻糍攢欲規噸。」「規百个的紅包欲 hőng 抾。」看遮奢颺
的場面，心內的算盤凊彩擉擉咧就知，新船的頭家百面是
「尻川鬥竹篙」的好額人。 

當當規十捾的連珠炮城對十樓懸的船頂放落來，一時
間雺煙散霧。無張持，頭殼頂雄雄有物件落落來，攑頭一

下看才發覺滿天全是紅包佮麻糍。這時跤手較猛掠的人已
經搶著紅包矣，挨挨𤲍𤲍𤲍𤲍的手裡嘛攏有承麻糍的家私：紙
箱仔、拔桶仔、籠仔、雨傘……連掠蟲豸的網仔嘛提出來
用，無工具的就跔佇塗跤抾人承無著的。 

我予人群𤲍𤲍甲袂振袂動閣驚危險，干焦共雨傘反過來
囥佇頭殼頂，承有偌濟算偌濟，橫直我是為著心適爾爾，
毋是真正愛食麻糍。量其約十外分鐘過去，逐个人攏歡頭
喜面散場去矣，我才將雨傘提落來看。驚倒人！五百萬的
雨傘竟然承甲欲滇，內底閣有一包一百空一箍的紅包，誠
實毋捌遮好運。 

聽船頭家講，新船進水掖麻糍的儀式自日本時代就有
矣，主要是用掖麻糍聚集人群的好吉兆，來祈求未來出海
會當漁船滿載，通好規船掠甲滇滇滇。這見的「麻糍雨」，
真正予我大開眼界，到今猶咧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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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守空岫 
白麗芬 

一日過一日，一個月過一個月，孤隻鳥母常在佇空岫
飛出飛入，不知不覺，竟然也已經過兩年較加矣。 

越頭看這兩年外的過程，伊真清楚家己內心的轉變。
論真愛對六年前講起，上代先是查某囝高中出業，考牢臺
北的大學，就按呢頭隻鳥仔囝飛出籠矣！紲落來，本底掠
做第二隻欲飛出去的是拄讀國三的後生，上無愛閣四年，
所以猶早咧！無疑悟才過兩年半爾，煞是彼隻老鳥公飛咧
走。因端是老鳥公去允著較好空的頭路，毋過著愛離鄉背
井，去到國外。毋甘阻擋翁婿的事業心，鳥母放手予鳥公
飛出籠。隔轉年後生考著外縣市的大學，查某囝繼續留佇
仝學校讀研究所。對這个時陣開始，規个岫真正空戽戽，
賰鳥母飛無路。 

窮實翁婿向望伊做伙去國外蹛，不而過厝裡的狗愛纏
綴，閣毋甘離後頭年老的爸母佮兩个囡仔傷遠，遮的束縛
予伊行袂開跤。閣再講，彼个國家不比咱遮自由、利便，
若欲長期蹛遐，百面會感覺縛跤縛手，落尾伊決定欲留佇
臺灣守空岫。 

頭起先，見若對外口轉來恬 tsih-tsih 的空岫，伊足袂
慣勢。特別是到暗來，稀微的燈火炤佇空厝間，干焦月娘

陪伴伊的孤影。獨獨一人的暗頓無鹹汫，寂寞的空氣予伊
那欶心頭那實、目頭那結。伊對家己講：「歡喜是一日，艱
苦嘛是一日，憂頭結面欲到底時？哪會毋歡喜來過日咧？」
伊練習轉換心情，對拜一到拜五，逐日都安排真充實的活
動：有運動健身、有學校教母語，一點仔都袂拍損去；歇
睏日都合若會拄好，就轉外家探望爸母；查某囝閬縫會轉
來做伴；三時有陣翁婿若轉來，兩人攏加真好禮咧相款待，
袂像較早按呢捷捷咧答喙鼓；網路嘛牽抾伊佮濟濟有志交
陪，學習母語的智識。沓沓仔，伊恢復向時的笑容囉！  

咱人一生中，逐坎站都有逐坎站的宿題，介在咱用啥
物款的心態來面對、接受佮處理。當今的鳥母已經體會著
當中的智慧，伊守空岫嘛守甲真自在，日子過甲不止仔樂
暢呢！ 



109 年全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文章(社會組) 
 

03 我生矣！阿母，你好無？ 
陳惠珠 

誠久毋捌想起阿母，誠久毋捌為著阿母流目屎矣。 
日子過了真緊，今仔日是大漢後生十八歲的生日。猶

會記得生大漢後生的前一工，半暝起來便所，發現流血，
緊叫翁婿起來，隨坐計程車去診所。 

生囡仔的暗暝變甲足久長的，護士佇腹肚頂囥一台機
器，講是欲觀察胎兒的心跳。凡勢是胎兒佇腹肚內一直振
動，機器不時會發出誠大聲的聲音，吵甲翁婿袂當歇睏。
伊講我若是猶閣生袂出來，伊就欲先轉去厝裡。就按呢，
留我一个人佇診所……。 

彼陣我三十一歲，毋捌生過囡仔，毋知影紲落來會發
生啥物代誌。心肝頭愈想愈艱苦，無一个人佇我的身驅邊，
就佮細漢的時陣仝款，無依無倚……。 

翁婿轉來診所，護士建議我去生產間看覓。我倒佇生
產台頂，心內足驚惶。護士愛我出力，我試足濟擺。尾仔，
聽著水帕流佇桶仔底的聲音。護士講水帕內底有胎屎，叫
阮愛考慮破腹，若無胎兒共屎吸入去肺部就無好矣。 

聽伊按呢講，我嘛毋知欲按怎才好？煩惱若是閣延延
落去，恐驚會害著囡仔。佮翁婿參詳了後，我決定閣出力
看覓，到六點若準猶閣生袂出來就破腹。一改閣一改出力，

予我疼甲欲死，護士講囡仔的頭款無出來。壁頂的時鐘
一秒一秒直直過去，一直到六點，翁婿隨簽手術同意書。
無偌久，醫生來矣，注麻射，破腹生囡仔。六點半，聽著
囡仔的哭聲，我的目屎就㴙㴙滴。 

生一个囡仔是遐爾仔無簡單，是按怎阮阿母會忍心放
捒四个囡仔做伊去咧？我聽著大漢後生出世的頭一聲哭聲，
隨想起我家己出世的時陣，應該嘛是按呢哭予阿母聽。阿
母咧？我對阿母的印象無蓋濟，我毋知影彼時厝內發生啥
物代誌，哪會予阿母來離開。大漢了後，沓沓仔了解世事，
較會當體會細漢的時，阿母佇半暝敲電話轉來厝，那吼那
共阮講，伊姑不而將才會離開。 

人生在世有甘有苦，雖罔到今我猶毋知阿母的苦衷到
底是啥？毋過行過倚五十冬的人生路，予我寬寬仔放下對
阿母的怨恨。 

阿母，你過了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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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開錢討皮疼 
Oo-bá-sáng 

真久無去做健康檢查，殘殘就開一大注，去做真幼路
的全身檢查。 

體檢前三工，就袂使烏白食，愛限制每日粗纖維的攝
取量，所以會當食的干焦飯、麵佮配寡魚和豆腐，連果子
嘛袂使得，這款的食食號做『低渣飲食』，講實在的無食菜
蔬哪會使？毋過為著檢查較有效，只好照規定來。 

檢查的彼日，透早三點就起來，共 2000cc 的清腸劑佇
兩點鐘內啉了，啉落去無偌久，就開始走便所，五、六分
鐘就走一遍。走甲落尾，規个人煞變甲軟荍荍、虛 leh-leh！ 

錢開了大注，服務就真好。檢查中心專門派一个服務
員來𤆬𤆬你進行所有的檢查，看著遐的檢查儀器，心肝膨一
下、凹一下，尤其佇咧檢查的歇睏當中，有聽著人咧會：「某
乜人檢查了發現某乜所在有問題……。」聽著煞起交懍恂，
萬一……，莫想遐濟，都猶未檢查好，家己就先來嚇驚家
己。 

等到全部檢查好勢，賰的就是等兩禮拜後的檢查報
告。 

都猶未到看報告的日子，檢查中心就敲電話來講：「你
某乜所在有問題，愛看門診邀 1醫生參詳……。」聽著按呢，

親像予雷公摃著仝款，規个人強欲接載袂牢。等提著體檢
報告，看著濟濟濟的紅字，猶閣較掛吊，真後悔共身體拍
翸甲按呢！。 

紲落去是走門診，有的醫生真慈悲，共你詳細解說；
有的醫生嚴肅甲，鐵口直斷。這陣才發現面對生死的關頭，
人攏是真軟汫的。好好一个人，為著體檢煞驚惶甲袂食袂
睏、消瘦落肉，真正是食飽換枵。 

朋友知影我的狀況，就講：「你是開錢咧討皮疼，歲頭
食甲遮，機器用久嘛會生鉎。啊若我咧，才袂癮做體檢來
嚇驚家己，萬一若是拄著，才時到時擔當。」 

我敢若像朋友講的「開錢咧討皮疼」，毋過後生講：「體
檢是提早預防，早發現早治療，保障身體的健康。」無毋
著，若無，政府哪會遮精光咧推捒體檢？ 

其實體檢只是預防的一部份，身體欲健康著愛靠平常
時的保養。食食正常，運動規律，保持好心情，按呢才會
固本培元，若無閣較幼路的檢查嘛無效。 
                                                                                                                       
1邀(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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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這粒璇石 
含嫣 

今年的母親節，後生問我：「阿母，你欲啥物禮物？」
足感心呢！順勢我就共討：「我有一粒璇石，囥幾若年矣，
你共拍做手指送我好無？」本底伊是感覺按呢無啥誠意，
毋過嘛是順我。就按呢，這粒有真濟心情故事的璇石，咧
欲有一个新的意義矣！ 

電話掛掉，人坐佇膨椅，心煞飛對三十幾年前欲訂婚
彼陣。彼工，兩人歡頭喜面、糖甘蜜甜行入去金仔店，咧
揀訂婚愛攢的袚鍊、手環佮手指。明明真佮意一跤璇石手
指，提起來掛咧，手攑懸懸，相規晡久，足想欲共定落來。
毋過月給才萬捅箍的教員……猶是買金仔較實在啦！ 

凡勢是彼種「買無著的上寶貴」的心理，結婚規十年
猶咧數想一跤璇石手指，毋過婚姻當中攏是鹹酸苦澀的目
屎佮重重疊疊的怨慼。有一年情人節，半暝仔才轉來到厝
的翁婿，尖跤幼手共一條璇石袚鍊㧣予阮講：「這送你！」
我驚一趒隨清醒，心內憢疑：「敢有可能！是買欲送人予人
拒絕？抑是買來欲贖罪的？」彼是一條電視一直咧廣告的
袚鍊，雖然毋是我向望足久的璇石手指，毋過璇石墜仔金
鑠鑠，有影足影目嘛足鑿目的，鑿甲我心誠疼。 

這粒惹禍的璇石，我是真寶貝，去泅水驚予消毒水損

害，逐擺攏先提落來。有一擺煞無張持拍交落，四界揣攏
無。尾仔雄雄想著，可能落佇游泳池的停車場，毋死心走
去揣，總算予我佇碎石仔縫看著已經予袂少車軋甲變形的
墜仔。抾轉來以後，我就順心意共拍做手指，二四小時掛
牢牢。 

哪知一擺咧撨徙鐵櫃捒倚壁的時，指頭仔勼袂赴，直
接挾佇壁佮鐵櫃中央，活欲疼死。到底彼陣按怎共烏青的
指頭仔搝出來的，已經袂記得矣，干焦知影圓輾輾的手指，
挾一下已經變形。 

自彼陣到今，已經超過十五冬矣！對愛情的幻想、對
婚姻的向望，早就一點一滴消失甲無痕跡矣。閣一擺共璇
石拍做手指，掛佇倒手的䆀指，我心內感覺真滿足，因為
這是後生送我的母親節禮物，我有影足好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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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眩愛 
林月娥 

阿俊車停佇診所門跤口，這跡是嘉義市店頭真交易的
所在，根本無可能有停車位。真知影有可能會按呢，阿爸
佮阿母才毋敢放阮兩个家己來予醫生看。醫生館複雜，阮
姑情阿爸踮車頂佮阿俊做伴，阿母仔𤆬𤆬我落去就好。 

我的倒手對肩胛的飯匙骨到手腕骨，已經痠疼欲成月
日矣，骨科電光照了轉對復健部門，講愛照起工去搝、去
電。我自來瘦閣薄板，本來就無啥病本，這過予這肢手打
揲甲毋但花容失色，連原底彼款有申請專利聳勢的笑聲攏
無去矣，五十外外歲矣，頭擺智覺著，原來痠疼就是這款
無奈何 1！ 

林醫師佮阮後頭厝的爸母真熟似，半年前阮捌載阿母
來予看跤。醫生會先翕超音波看佗位無拄好，閣來就局部
注射。會記得醫生佇阿母的跤揻六針，我佇邊仔目睭是半
瞌半金，心肝穎仔是疼搐搐。牽伊出來椅仔遐坐，我聽候
提藥仔，問伊：「足疼的乎？」伊笑笑仔講：「曷會?」我手
共牽咧出去坐車。阿爸、阿母八十歲矣，欲出外總是愛有
人載較妥當。 

這擺無仝款的是，彼肢柯酺皺帕帕八十歲的手共我這
肢半老老，猶閣略略仔幼幼的疼手牽咧，喙那唸：「早就愛

轉來予注射矣，遐蠻皮，敢無瘦規身軀肉矣！」其實我真
罕得辛苦病疼，算勇！入去診療室，我早就做好討皮疼的
準備矣。看醫生共注射針攢出來，我身軀隨敧倚阿母的胸
前，正手對阿母的桶箍腰攬咧：「林醫師，足疼，足疼的啦！」
按呢揬四針，醫生講：「好矣，這站仔毋通捾傷重的物件喔！」 

我有聽著，但是我猶閣沈醉佇這款軟㽎溫暖的感覺！
徛起來，阮行出來，啥人知我煞那來那無對同，目睭起煙
暈，雙跤徛袂在：「阿母，我頭殼足眩足眩的！」護士緊共
我插入去倒蹛眠床。我猶閣略仔知人，阿母跟佇邊仔，手
共我牽咧。護士講：「伊傷緊張，眩針啦！」「啊伊都罕得
注射，會驚啦！」聽著按呢，我的目屎對目尾垂落去枕頭。
阮咧想，我定著是予累積三十冬的臭奶羶味薰甲茫去矣！ 
                                                                                                                       
1無奈何(bô-ta-u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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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火金蛄來𤆬𤆬路 
廖淑鳳 

會記得是父親節彼日的暗暝，四箍輾轉的田蛤仔聲吼
無停，秋凊的東風一陣一陣，予人免吹電風都好睏、好安
眠。已經繩規日的電腦矣，兩蕊目睭繩甲強欲出汁，毋知
啥物緣故，心肝頭有淡薄仔齷齪。 

越頭看暗眠摸的窗仔外，南爿彼坵芋仔園遐，敢若有
光點爍咧爍咧，敢是骨力的作田人咧破田水？抑是一寡歹
囝浪蕩的害仔組，按算下半暝欲出跤手？五個月前彼擺的
三更半暝，烏暗中的車燈佮手電仔火予人睏袂去，雖然遠
遠毋知咧變啥魍，阮嘛是敲電話去派出所報案。隔兩工
了後，聽講彼是來偷鉸電線的，落尾有予警察㨑著！ 

毋過目睭前這个光影毋是車燈，嘛無手電仔火遐大葩，
干焦一點光影。烏暗中微微仔的光影，綴清涼的東風佮田
蛤仔合奏的交響曲咧跳 làng-suh。啊！火金蛄！是火金蛄，
雖然干焦一隻火金蛄，嘛是予人看甲戇神去。頭起先伊踅
兩輾圓箍仔，紲落來閣踅兩遍 S 形，了後恬靜無影跡，消
失佇芭蕉欉佮楠仔樹彼搭。 

獨獨一隻，獨獨一擺，無矣！毋管咱按怎繩、按怎等，
十分鐘過去矣，攏無閣有火金蛄的影跡。是講咱哪著共家
己看甲遐重要？一隻火金蛄哪有可能管待你遐痴情！換一

个角度來想，毋免出門去到深山林內，就有火金蛄家己飛
來咱的面頭前，我真正愛知足矣。 

結局，人彼隻火金蛄是來𤆬𤆬路的，伊是專工𤆬𤆬阿爸來
佮我見面的。雖然有人講「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毋過欲
夢著親人，袂當注文、袂當按算，毋是欲挃就有的。佳哉，
天公伯仔自然有伊巧妙的安排。 

「阿爸，我共你扞啦！」看阿爸毋但免坐輪椅，嘛毋
免閣扞壁行路。伊徛甲真好勢，笑神猶原遐爾緣投、慈祥。
就佇房間口遐，看著阿爸已經跤健手健，毋免人共扞，我
實在足歡喜的，雖然猶未赴佮阿爸加講兩句仔，人就醒矣！ 

這擺佮阿爸的夢中相見，我無哭，無像進前哭甲連枕
頭布都澹去。這應該是彼隻火金蛄的功勞，多謝呢！熱天
暗暝會𤆬𤆬路的火金蛄，實在予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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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坐一逝免錢的高鐵 
黃麗盆 

每年五月節的前後是早冬塗豆的收成期，這兩工小弟
種的塗豆閣咧收成矣，予我想起兩年前因為傷過衝碰坐毋
著車幫，致使坐一逝免錢的高鐵，彼是一个緊張又閣溫暖
的記持。 

彼當陣因為逐家約好，欲利用歇睏日做伙轉去採收塗
豆。拜五下晡下班，暗頓攢好，想講逐擺轉外家，遐的厝
邊頭尾物件攏送甲大包細包，我進前暗有做一寡仔等路欲
紮轉去，數量敢若無啥夠。看天色猶早早，不如閣來加攢
一寡仔，橫直臺中到太保車程免半點鐘，會赴坐尾幫車轉
去就好。就按呢無閒規暗頭，趕到高鐵站已經九點外矣，
票買咧行上落南的月台，心內想講自由座的車票每一幫攏
會使坐，兇兇狂狂看著車幫到位就上車頂，閣敲電話約
小弟來接我。佇車欲到嘉義的時，感覺車哪會攏無減速，
雄雄心肝頭嚓一趒，趕緊揣車頂的服務人員確認。原來是
我傷過衝碰，無去注意著這幫車是直達左營的，閣較傷腦
筋的是到站已經是十一點空四分，上北的尾幫車是十一點
開，彼暗已經無車幫通坐翻頭矣！ 

這聲好囉！我頭殼𢯾𢯾咧燒。雖然服務人員有表明我毋
免補嘉義到高雄這段的車票，隔轉早起閣會當予我坐一逝

免錢的高鐵轉去嘉義，毋過臨時臨曜又閣遐爾暗，我欲去
佗位蹛暝咧？我心肝內撨摵規晡，雄雄想著一个知己的同
窗，伊就嫁佇高雄的籬仔內。阮是褲頭結相連的查某囡仔
伴，自從各人有家庭以後，就真罕得咧相揣，攏干焦利用
電話來聯絡感情。想著伊我就放心矣！先敲電話予小弟，
紲落來才佮伊聯絡。啥人知影拄開始，毋管我按怎講伊都
毋信，當做我是咧佮伊滾耍笑。兩个人佇電話中叨規半晡，
落尾伊才和翁來高鐵站接我。見面的時，阮有夠歡喜，
若毋是隔轉工透早約欲轉去捻塗豆，彼暝阮一定話講到天
光。 

這逝旅程予我深深感受著朋友之間友誼的珍貴，閣較
感謝臺灣高鐵「顧客至上」的服務態度。每擺若想著坐這
逝免錢的高鐵，心肝頭就感覺足燒烙、足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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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阿爸挽喙齒 
林淑雅 

阮阿爸八十捅，若是佮濟濟仝有歲的人比起來，除了
耳空有較重掠外，身體是真勇健，紅膏赤蠘、跤健手健，
毋但儼硬閣健丟，不時會佮親情朋友國內國外四界去𨑨𨑨
迌。 

毋過，無奈何，人食老身體機能定著會衰微退化。這
兩年仔阮阿爸喙的問題是那濟那嚴重，毋但牙槽病的症頭
驚酸畏冷、齒岸肉倒勼，連喙齒嘛 lı̍h-lo̍k 搟，一齒一齒直
直崩去。就按呢三不五時起怨嘆，就愈來愈捷走齒科。 

頂日仔才閣去看齒科，聽著愛閣挽喙齒，是煩惱甲憂
頭結面。會慒心是正常啦，食對咱人是上要緊的代誌，人
若無喙齒，啥物物件都袂食得，是欲按怎過日咧？毋過無
挽閣袂使，只好先共阮阿爸心理建設。無喙齒有假喙齒通
鬥，干焦是較麻煩爾爾。少缺人鬥假喙齒，人物件嘛是照
常食。傷𠕇𠕇、傷韌的，咱就𤉙𤉙較軟、炕較爛咧；較粗、較
歹咬的，咱就切較幼咧，毋免傷操煩啦，欲食啥阮攏會煮。
看阮阿爸目頭結結，猶是面仔憂憂，我心肝內咧想，敢是
阿爸畏挽喙齒咧起毛䆀？若按呢就有影較歹紡矣。 

挽喙齒彼工，我參阿爸坐佇侯診室聽候護士小姐叫名。
成十分鐘久隨輪著阮矣。為著欲予阮阿爸有安全感，我一

直共伊的手扲牢咧。看阿爸寬寬仔䖙起去診察椅，無疑悟
我煞緊張起來。醫生真有耐心閣頂真，那提醒阮阿爸挽喙
齒愛注意的代誌，手那咧無閒。攢好佇邊仔的家私頭仔金
爍爍，我干焦看就欲起交懍恂矣。護士小姐先囥欶喙瀾的
管仔，才換醫生來注麻射。過無偌久，確定麻藥起磅矣，
開始攑家私欲挽喙齒，彼時我共阮阿爸的手捗捏閣較絚，
袂輸是家己欲予人挽仝款。心肝咇噗惝，強強欲挽脈，刁
持假無事，窸倏共目睭相對邊仔去，窮實是掣甲欲害。過
一時仔久，聽醫生講已經挽好矣，才敢越頭轉來。看阿爸
人好勢好勢，我規个心肝頭才齊輕鬆起來，毋知溼溼的手
蹄仔是啥人的手液。 

我創治阿爸講，下跤的喙齒愛擲起去厝頂，閣發的喙
齒才會媠，著共喙齒紮轉去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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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查某囝 
程惠如 

早前重男輕女，查某囡仔想欲讀冊會當講是無可能的
代誌。好佳哉阮出世著時代，嘛出世佇著的家庭。 

阮兜略仔散赤，毋過爸母疼惜阮，姊弟仔 1感情好，日
子艱苦寡無算啥。阿爸咧做烏手，月給干焦三、四千箍，
欲飼阮三个，閣愛共阿公鬥清店仔數、納水電，擔頭誠重，
所以阿母和阮做手工鬥相添。 

六年仔的時，阿公共阿爸講，查某囡仔人冊免讀傷懸，
國校出業就會當去做工，庄裡鞋仔廠較固定。阿爸干焦講
伊有家己的拍算，阮就繼續讀國中。國中讀無一年，阿公
閣來講。阿爸這改起慼共應：「是我的查某囝，有才調讀
偌懸，我借錢嘛會借予讀。我會撙節，阿爸你免煩惱。」
聽著阿爸按呢講，我佮小妹就放心矣。 

阿公佇阮讀國中的時過身，想袂到欲畢業的時，換二
叔來共阿爸講這層代誌。阿爸反倒轉來共講：「恁大的我較
頇顢趁錢，毋過查埔、查某仝款攏是囝，有法度讀，賣
厝嘛甘願。我無法度像你遐𠢕𠢕趁錢，毋過比你較會甘得予
查某囝讀冊。」高中頭改註冊，阿爸就共頭家借錢。阮知
影爸母的用心，閣較拚勢讀，提獎學金，就是希望會當改
善厝裡的情形。 

高中未出業，二叔竟然無死心。阿爸這回起呸面：「第
二的，你這个看過世面的董事長竟然遮古板，頭殼𠕇𠕇鐵鐵，
重男輕女。佳哉你無查某囝，無我就共你鬥飼。後改你欲
來揣我啉茶會當，若是欲來講這，我就共你戽出去！」 

彼年阮是巷仔內頭个國立大學生，爸母誠歡喜，煞有
淡薄仔煩惱，因為小妹考牢私立的，只好貸款。彼兩冬閣
予厝邊倒會仔，有影誠害。我和小妹攏知，歇睏毋敢顧𨑨𨑨
迌，去揣家教來做。雖罔有想欲讀研究所，我干焦共阿爸
講按呢就誠滿足矣。 

上班無偌久心肝頭擽，去考研究所，開始下班上課，
歇睏寫報告的日子。兩年半提著碩士。尾仔拄著二叔，伊
恭喜我提著學位，想袂到我竟然佇伊目睭內看著失望。彼
是二叔一種「豬毋肥，肥對狗去」，對後生的失望。這改
阮閣替爸母爭取著光彩矣！ 
                                                                                                                       
1姊弟仔(tsiá-tē-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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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港朝天宮的藝閣 
陳惠珍 

朋友問我講:「你敢捌去過北港媽祖廟？你若看著彼款
閩南式古典的建築，一定會足歡喜的。逐年舊曆三月十九
到二三攏有迎媽祖遶境，今年咱做伙來去參拜，好無？」
聽伊按呢講，我當然愛綴伊去看覓咧。 

三月十九早起七點外，阮對臺北出發，猶未中晝就到
北港矣，就先去揣阮朋友大兄。門一下開，就看著兩个
讀小學的孫仔，古裝的打扮誠古錐。查某囡仔妝做媽祖，
查埔囡仔是穿龍王衫。下晡兩點外欲上藝閣車踅街，暗時
七點嘛愛閣踅一擺。 

阿公、阿媽看著兩个孫的打扮笑微微，相爭共我講：「北
港的真人藝閣花車攏愛先提出計畫，親像啥物故事、人物
佮亭台布景等等，經過評選才會當排陣出車。這是迎媽祖
的民俗活動，現此時干焦北港猶有保存這種傳統的宗教文
化。囡仔若想欲參加，進前一年就愛先報名。｣ 

客廳內面一包一包的糖仔餅，等一下就愛送去花車頂
懸，予兩个孫分予逐家。踅一逝愛三點外鐘，彼陣日頭當
炎，想講囡仔愛規晡佇車頂曝日頭，敢會堪得？佳哉，有
媽祖咧保庇才無要緊。 

下晡，聽著街仔路咧放炮，朋友兄哥講藝閣來矣，

叫我出去等，順紲提一跤紙箱仔，等一下通承囡仔擲落來
的物件。有人講這是臺灣的『Disney』花車遊行，嘛有人
講是臺灣嘉年華會。有誠濟囡仔妝做神尊、菩薩、仙女、
將軍、皇帝佮歷史人物，同齊佇街頭巷尾咧 ûn 庄，親像時
空濃縮佇藝閣的陣頭中。沿路擲禮物，民眾相爭抾，彼是
媽祖的賜福，囡仔食了平安𠢕𠢕大漢。這種參與是這世人
永遠的記持。 

欲暗仔，朋友𤆬𤆬我去久仰的朝天宮，沿路家家戶戶攏
共桌仔、椅仔排佇門口，準備欲請親情朋友。到廟埕頭前，
我攑頭看著廟的頂懸有五彩的廟尪仔。門前的石獅、東西
南北龍王的護衛，若親像又閣看著藝閣花車。彼款人物佮
設計的畫作，親像咧講古早的故事：媽祖按怎咧守護臺灣，
保護代代囝孫平安順序。到今我才知影，是按怎北港媽祖
會遐爾仔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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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燒烙閣營養的愛心湯 
張照權 

拜六這工，天拄拍殕光，天氣誠寒，真濟人猶覕佇棉
襀被底無想欲起床，猶毋過，有一、二十个十幾歲的學生
囡仔，已經佇三義長老教會的灶跤開始無閒囉。有的煮
湯、有的切果子、有的洗鼎鍋仔佮掃塗跤。等湯頭𤉙𤉙好矣，
就共用心所熬的鹿茸排骨湯，𣁳𣁳落去保溫鍋仔，閣共木
瓜貯入去果子盒仔，準備欲送去予孤單無伴的老大人。 

這間愛心灶跤是佇 2013 年一个十五歲的學生高興所
創辦的。高興自細漢就綴爸母四界去做志工，俗語講：「爸
母做好代，囡仔袂變歹。」當伊發現鄉內有真濟老歲仔孤
單無伴，有一頓、無一頓，食食毋是泡麵就是罐頭。伊就
決定欲出去招有愛心的學生囡仔，做伙來替老大人服務。
高興講：「阮欲煮好食的湯頭，共老人補充營養。」這个想
法，得著誠濟人熱情相伨。三義長老教會毋但提供一間四
序的灶跤閣補助經費，嘛有生理人免費提供食材贊助。 

逐個月有兩个拜六，這陣學生囡仔鐵馬騎咧，抑是用
步輦的，迵過鐵枝路，上山崎，來到三義庄跤，毋但送
燒燙燙的湯頭佮好食的果子，閣共阿公、阿媽量血壓，關
心的生活，就親像朋友仝款。蹛佇三義鄉勝興村姓曾的
阿公，家己一个人蹛又閣中風，若搪著送餐的日子，伊就

足期待遮的學生囡仔來厝裡。伊講：「平常時仔，厝內干焦
我一个人，想袂到遮的囡仔疕毋但煮湯予我啉閣陪我開講。
寒天啉著燒燙燙的湯，感覺足溫暖的，有當時仔眠夢嘛會
想著。」 

聽著老人的呵咾，予誠感心。吳耀忠團長講：「替老
人服務感覺足快樂的，若聽著一句「湯真好啉」，抑是鼓勵
的話，就予阮有繼續服務的原動力！」五年來，拄著三位
阿公過身，予深深感覺愛定著愛會赴市，對老大人的關
懷閣較袂使等。 

三義遮的囡仔兄予孤單無伴的老大人，享受營養好食
的湯頭佮愛心的陪伴，到今已經進入第六年囉。有誠濟學
生囡仔相連紲加入服務的行列，繼續佇社會四界傳播這份
愛佮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