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1 號 

【山歌个改良摎傳承】劉敏華原作（四縣腔） 

「鏘1！鏘！鏘！銅鑼連打兩三聲，各位鄉親恬恬聽，今暗晡廟

坪2有唱山歌打採茶，大家食飽來看三腳採茶戲，請愛較早兜仔來

唷！」這係當熟又像盡遠以前个廣播。頭擺還無客家電視臺以前，

係愛聽唱山歌打採茶，就只有撮把戲个時節，𠊎定著毋會缺席。 

𠊎印象中，頭擺老人家唱山歌，完全從口出。佢兜看著麼个場

合、看著麼个對象，隨時就做得編出歌詞唱出來，唱个山歌毋像平

板，乜毋像山歌子，有兜仔像揞細人仔睡目唱个「搖籃曲」樣仔，

今這下，這種老山歌早就聽毋著了3。 

這下，因為客家電視臺有唱山歌打擂臺个節目，又盡時行卡拉

OK，有老人家組山歌班仔，不時都有山歌溜天个感覺。民國 99年

客委會將天穿日制定係客家日，該日大人細子唱山歌、尞一日，乜

帶動吔大家唱山歌个風氣。毋過，會唱山歌个還係老人家較多，後

生人盡少會去學唱山歌。雖然乜有流行个客家歌曲，毋過市場無幾

大，漸漸仔，還聽得著个山歌，若係無後生人來傳承，驚怕十年、

二十年後就會聽毋著了！ 

                                                      
1 鏘：音 kiang；狀聲詞，形容敲鑼發出的聲音。 

2 廟坪：音 meu piangˇ；廟前廣場。 

3 表完成的語尾助詞。四縣腔有 leˊ、leˋ、lioˊ、lioˋ......等不同讀音，讀者可依文章情境，

自由詮釋發揮。以下同此注釋說明。 

既然愛保持山歌个特色，又愛分後生人做得接受，山歌就愛改

良，合等今這下流行歌曲个曲調，毋單淨毋會失忒山歌个味道，還

做得在創新摎傳統裡肚尋出一條生路來行。因為山歌係客家文化藝

術个一種特色，定著愛用傳統个八音樂器來伴奏，也做得想著就清

唱，山歌愛牽尾摎轉音，定著愛學過正曉得唱。 

後生人會講正板个客家話既經盡難，加勢4時代無共樣，工商業

社會，麼个都講求效率，後生人無恁多閒神，愛佢兜鋸弦仔、唱山

歌異難。老式山歌歌詞定著係七言四句，曲調較無變化，故所後生

人就毋會想愛學唱山歌了。 

愛分後生人來傳承山歌，就愛改良山歌个唱法，做得像饒舌歌

仔樣，也做得像流行歌仔樣，恁樣就會分後生人感覺著有興趣，又

毋會失忒山歌原旦个味緒。 

 

 

 

 

 

                                                      
4 加勢：音 gaˊ sii；更加、再加上。 



編號 2 號 

【蹶山】胡淑莉原作（四縣腔） 

吾爸、吾姆長透喊𠊎懶尸嫲，因為見擺尞日，𠊎都愛睡到日頭

晒屎朏，當晝正䟘起來食晝！放年假該駁仔，食飽尞、尞飽食，嗄

肥欸兩、三公斤，愛靚个𠊎，趕緊尋吾姆參詳，仰結煞！仰結煞！

吾姆講：「該就來去蹶山啊！」 

仙山！仙山雖然有

大型停車場，毋過，這下堵著年假，哪仔都係車仔同蹶山个人，愛

尋一隻車位都無恁簡單。聽講仙山个山頂有仙泉水做得醫百病，故

所無論遠近，來這求仙水个人當多！𠊎兜乜去求仙水，一口仙水啉

啊落，「啊！透心涼，有精神了5！」續等從靈洞宮入口開始蹶，彎

彎斡斡个路，歸路仔各種色目个花草，相爭泌背6開，跈等風搖啊搖，

頭那頷啊頷，當像在該跳舞歡迎𠊎兜；大樹頂个鳥仔嘰嘰啾啾7、山

泉水嘰哩啾嘍8，盡像在該唱歡迎歌仔。歸片个桂竹比比9企，像在

該比麼儕較高、較竳線个樣仔。 

蹶有一駁仔，日頭緊來緊烈，歸路仔雖然有竹林、油桐樹、相

思樹、櫸木，綠葉遮天，毋過實在熱到佇毋著，衫一領一領脫，水

                                                      
5 表完成的語尾助詞。四縣腔有 leˊ、leˋ、lioˊ、lioˋ......等不同讀音，讀者可依文章情境，

自由詮釋發揮。以下同此注釋說明。 

6 相爭泌背：音 xiongˊ zangˊ bi boi；爭三搶四。 

7 嘰嘰啾啾：音 ji ji jio jio；狀聲詞，形容鳥鳴聲。 

8 嘰哩啾嘍：音 ji li jio lo；狀聲詞，形容流水聲。 

9 比比：音 beˇ beˇ；並排。 

一口一口灌，腳步越來越重，腳越來越痠軟，儕儕都蹶到氣緲緲仔
10，險險會蹶毋停動了！吾姆講：「尞一下仔來！等一下正蹶！」歇

睏个時節，𠊎看著有兜爺哀揇等嬰兒仔、牽等細孲仔蹶山，𠊎想：

恁樣拖拖挷挷，愛仰般蹶呢？又看著當多阿公、阿婆怙等杖仔在該

蹶，看佢兜蹶到汗流脈落，毋過精神盡好！𠊎試著當敗勢，後生人

嗄輸老人家，遽遽跋起來繼續行！忽然聽著「啊！啊！」个聲，𠊎

擎頭看，原來係大鷂婆在天頂捩來捩去，𠊎想：佢這擺毋知係相著

麼个來食了？佢看起來盡風神、盡沙鼻！ 

「哇！」毋多知仔來到山頂了，看啊去，田坵、河壩、屋仔全

部在吾腳下！𠊎想著一首唐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原來從高處看往下，係恁樣个感受！登高

遠望，風景盡靚，花草迎風，搖啊搖！自家就像在花園天堂。 

蹶山有當多好處：一來運動做得減肥、增強體力；二來遶山花

大開眼界，欣賞大自然个美景；故所，𠊎鼔勵大家有閒就愛多去蹶

山，接近大自然。這下𠊎乜盡好蹶山了，尤其係摎屋下人共下蹶，

感覺盡幸福！除忒看風景，還做得共下講話，互相分享生活个心

得，一舉數得，希望大家都來蹶山。 

 

 

 

 

 
                                                      
10 氣緲緲仔：音 hi meuˋ meuˋ eˋ；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 



編號 3 號 

【田螺】邱一帆原作（四縣腔） 

阿發伯屋背後个陂塘，到今，還有畜田螺！講起來，這係不得

了个大事情，實在盡難得。問過當多頭擺看過田螺、食過田螺个隔

壁鄰舍、親戚朋友「這下還有看著田螺無？」佢兜總係應講：「無

哩！哪位還有田螺？」無就應講：「鬼就無愛信，這下敢還有田螺？」

對這兜人个反應來看，你就知毋會差，哪仔就尋毋著田螺哩！這下

田項看得著个，總下就係除毋絕、得人惱个福壽螺，其他麼个田螺

半隻乜無！ 

毋係今晡日親身看著阿發伯拿个田螺，𠊎乜毋會信這下還有田

螺！阿發伯講：「當多年前，看著當多耕種人為著禾仔、青菜有好

收成，就在田項、菜園用當多農藥來除草、毒蟲仔11，使致田螺分

人毒淨淨！好得，𠊎滋理12吾屋背个山排田13全無用農藥！娘花生忒

高就拿㔇刀14來㔇，野草忒多、忒長就抽間同佢挷淨來，果樹、花

菜愛入肥，𠊎全無用化學肥，淨用有機肥！恁多年來，滿山个火焰

                                                      
11 毒蟲仔：音 teu cungˇ eˋ；將蟲毒死。 
12 滋理：音 ziiˊ liˊ；滋養管理。 
13 山排田：音 sanˊ paiˇ tienˇ；位在山腰的農田。 
14 㔇刀：音 padˋ doˊ；劈草用的長柄刀。 

蟲緊來緊多，陂塘肚个田螺乜緊來緊多。無講浩漦15，全南庄就伸

著𠊎一儕還畜有田螺定定！」  

阿發伯當奢鼻講出這段保育田螺个過程，𠊎當尊敬厥个做法，

乜當認同厥背後个理念！過去，為著追求較好个收成，實在使用忒

多个農藥哩！為著山林肚茶園、柑園、果園个收成，農藥一擺一擺

洩；為著田項禾仔、包粟、菠蘺菜个收成，農藥乜一遍一遍打；還

有無天良个工廠偷偷仔排出毒水來污染河壩……，這兜原因會造成

生態个破壞、當多生物个絕種危機。逐擺同隔壁鄰舍打嘴鼓，講起

頭擺16河壩肚仰般多个毛蟹、蝦公、鮊哥仔；圳溝肚仰般多个蜆仔、

塘虱、鯽魚仔；田竇肚17仰般多个𧊅仔、田螺、湖鰍仔……，愐起

頭擺，就會道嘆，做麼个毋知好疼惜頭擺該好好个生態環境！ 

人，總係愛等到失忒麼个以後，正想著愛尋轉來！係尋毋轉

來，就淨伸著懷念無就遺憾，留在自家个心肝肚！現代人緊來緊重

視自家生活个環境，毋過人類生活个大環境還係緊來緊差，這種現

象同事實，毋知愛仰般愁慮，乜毋知愛仰般改變正好！  
 

 

 

 

                                                      
15 浩漦：音 hauˊ xiauˇ；誇大不實。 
16

 頭擺：這裡指約 30 年前。 
17 田竇肚：音 tienˇ deu duˋ；田裡頭。 



編號 4 號 

【時間停跎个所在】彭瑞珠原作（四縣腔） 

日頭就愛轉夜18，在遠遠、看得著一細搭仔海面个天脣緊𥍉緊

𥍉，雲團換忒雪白个制服，著起一身身仔水紅青、吊菜灰个花衫仔。

齊个禾仔，四圍山峎還係青悠个樹林。車仔咻咻滾个引擎聲？無

呢！夜市仔就愛開賣个唩唩喊喊19？乜無呢！單淨有柚仔花香，滿

山个柚仔花香緊弄人个鼻公。 

四月仔个西湖滿哪仔都係柚仔花香，路項行過，遠遠就鼻得

著，毋使收入園費。坐火車來，在頭擺出火炭个南勢角火車頭20下

車，無麼个人、無麼个人家、乜無人同你剪票，毋使摎人相爭泌背，

就可惜乜無麼个車枋。車頭脣个自行車路，做得一路箭自行車箭到

銅鑼，乜毋多使21摎人相閃車。 駛車仔，打早先去三義，摎時間

停在 1935 年个魚藤坪斷橋相借問，再去頭擺山線火車路最高站─

─勝興車站，想像一下仔頭過燒石炭个火車，一路過窿、蹶山，呵

呵滾呻一路上个樣仔。 

                                                      
18 轉夜：音 zonˋia；下班、夜歸。 
19 唩唩喊喊：音 voˋ voˋ hemˊ hemˊ；呼喊聲。 
20 南勢角火車頭：音 namˇ sii gogˋ foˋ caˊ teuˇ；南勢火車站（招呼站）。 
21 毋多使：音 mˇ doˊ siiˋ；不太需要。 

三義係西湖溪盡源頭个地方，跈等車站前个臺 13 線溜往下，

會經過銅鑼，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就在朝森橋左斡過去，係愛去客家

大院，頭先个路口就好右斡哩

直直行到西湖正左斡 119縣道，會跈河壩去到後龍海脣，去到海線

个龍港火車頭。一路溜下來，樹矻仔22、腦油、香茅茶箍、菊花、

番薯，你乜怕知門知路23个都買齊吔。無多24

就對山頂，一路尞到海脣哩喲。 

對出海口看往入，頭湖、二湖、三湖、四湖、五湖，一個個「湖」

標記等客家先民跈等河壩一路開闢上來个耕種地，河壩脣个山仔還

係山仔、田坵還係田坵。無鬧熱个工業區、無人尖人个等路大街，

西湖，完個25莊頭都像係時間停跎等个所在。吳濁流先生藝文館，

在二樓掌等河壩，想摎 講文學家識在這位生活過个蹤跡；百歲个

打鐵店摎時間對相26等，看麼人愛先認輸？秧插仔27、牛鼻桊、刀嫲、

钁頭尖、钁頭柄，既經像歲月个獎狀，在壁項排列好咧。 
 

 

                                                      
22 樹矻仔：音 su kud eˋ；木塊，木製品。 
23 知門知路：音 diˊ munˇ diˊ lu；熟門熟路。 
24 無多：音 moˇ doˊ；不到、不超過。 
25 完個：音 vonˇ ge；整個。 
26 對相：音 dui xiong；對望、對看。 
27 秧插仔：音 iongˊ cabˋ eˋ；插秧時套於姆指的指管工具，或說「蒔田笐」、「蒔田筒」。 



編號 5號 

【農舍】陳志寧原作（四縣腔） 

吾田坵隔壁該坵田，賣分一個歇在市鎮个人哩。 

初下碼，該坵田本本蒔等禾仔，問前來委肥、洩藥仔28个人，

田坵敢係就係賣分佢，結果講毋係。過忒幾下年，該坵田無再蒔禾

仔！跈等係一拖拉庫29、一拖拉庫个載泥車駛入來，講係田主人愛

將田坵屯高，發大水个時節正毋會浸著水。 

一開始看毋識隔壁在該搣麼个古怪30，過後正知係田主人愛起

一間農舍。下後去田坵做事就看等隔壁定定仔平地起高屋，一坵好

好个田坵，無幾久就正式「種」出一棟「農舍」。等到屋舍起好，

屋主乜無每日來歇，佢兜就淨放尞日會來定定。 

講該係一棟農舍，坦白講，淨外表看起來就比莊肚任何一間屋

舍較派頭，莫講該農舍四周圍个造景。仰仔看，該農舍都係有錢人

家在鄉下起个別莊。毋管該係農舍也係別莊，自從隔壁該坵田種出

屋舍過後，就無再看著佢兜蒔禾仔、種一般个農作。 

下把仔有機會堵著隔壁个地主，同佢譫哆，佢講佢盡好大自

然、盡好種樹仔。𠊎看佢尞日來个情況，斷真係十分享受个樣仔。

但係看佢種个樹仔，清一色31都係共一種，該樹種還係現下最時行

                                                      
28 洩藥仔：音 xied iog eˋ；噴灑農藥。 

29 拖拉庫：音 toˊ la kuˋ；外來語，大卡車的意思。 

30 搣古怪：音 miedˋ guˋ guai；故作神祕。 

31 清一色：音 qinˊ idˋ sedˋ；全部都是同一類的意思。 

32、價數有較高个樹仔。看等佢整修樹仔个形仔，這下𠊎正知得，

人家係來渡假兼投資。 

自從隔壁起一間農舍過後，𠊎這面前33幾下坵个田坵，定定仔

一間一間个農舍乜「種」出來吔！到放尞日，這附近鬧熱起來，就

像係一個渡假个天堂。毋過，放眼四方看去，頭擺係一大片百過零

甲个洋田34，今這下除忒吾這坵田，其他一概就淨伸農舍、牆頭同

看靚个樹仔。 

幾下擺有人來問，看吾个田坵愛賣無？一開始聽著價數好，做

得賣著一大筆个錢，做得分自家个物質生活加較享受。但係愐著有

這坵田，閒時做得種兜果子，再畜幾竇35雞鴨。下班時節係來田坵

行行啊！看等雞鴨走上走下，黏時上班做事个辛苦就消淨淨。就係

有麼个毋堵好，心情毋好个時節來這餵雞鴨，看等這兜頭牲仔落

食，還分人有療癒个功能，這種个暢樂係用錢買都買毋著个。 

耕田講係辛苦，毋過還係莫賣好吔！放尞日去田坵做事，聽著

隔壁傳來有講有笑个聲音，心肚愐想，該片有佢兜个暢樂；𠊎這搭

位乜有自家个歡喜。還係莫賣好吔！耕田、起農舍，各人歡喜就好。 
 

                                                      
32 時行：音 siiˇ hangˇ；流行。 

33 面前：音 mien qienˇ；附近的意思。 

34 洋田：音 iongˇ tienˇ；面積廣大、地勢平坦的田地。 

35 竇：音 deu；形容同一批養成的雞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