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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間傳說選 
 

一、 伯公係坐泥下  也係坐桌頂 

 

恩裡
1
台灣各地都有伯公，毋管

2
係田頭也係

3
田尾，樹下也係屋肚

4
，目珠啦

啊去
5
，盡盡採採

6
都看得著佢。有田頭伯公、橋頭伯公，石伯公⋯也有龍神伯公，

故所俗諺有「田頭田尾土地公」、「有榕樹就有伯公」介講法。 

無論這兜伯公仰般喊
7
，客家地區大部分介伯公，都係用一垤石枋也係枋仔，

頂高寫等「福德正神香位」，也係「福德正神神位」。無就係適廳下神桌下介壁

頂寫隻「龍神」介字樣來代表佢。有兜還啊簡單，有兜適大樹下介，連隻香爐

都無。到底伯公介神位愛放到桌頂也係案下來服祀
8
呢？ 

聽講頭擺明朝介時節，皇帝朱洪武有一日微服出巡，適路項
9
堵著一介監生

10
，兩儕盡有話講，皇帝盡歡喜，就請監生落

11
酒店去食酒。無想著酒店介生理

盡好，人客都坐到塞塞
12
，兩儕續尋毋著位仔好坐。皇帝這看該看，到尾看著店

肚還有一張桌仔無人坐，頂高服祀等一尊伯公。佢就行前去，伯公拿到泥下

                                                 
1 恩裡：我們的。 
2 毋管：不管。 
3 係：是。 
4 屋肚：屋內。 
5 目珠啦啊去：眼睛隨意掃過去。 
6 盡盡採採：隨隨便便。 
7 喊：音 hamˊˋ，叫之意。 
8 服祀：奉祀。 
9 路項：路上。 
10 監生：科舉時代通過秀才考試，得以入國子監就學的人。 
11 落：進入。 
12 塞塞：滿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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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講：「若介桌仔讓坐一下。」又喊兜酒菜來，監生兩儕飲
13
到當暢。 

皇帝就問監生：「你係奈位人？」 

監生應：「重慶。」 

皇帝聽著就想愛考其介文才，出一隻對仔分佢對，上聯係：『千里為重，重

水重山重慶府。』監生聽講隨口就對：『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皇帝聽著監生講佢係大邦大國介大明君，心肝盡暢就緊斟酒請監生食。就

恁仰，兩儕飲到盡歡喜，直直到店門愛關咧正散。酒店頭家等佢兜走咧，正過


14
伯公請上桌頂服祀。 

該暗晡，酒店頭家續發著一隻夢，佢夢著伯公對佢講：「你毋好放到桌

頂，皇帝命令愛坐到地泥下正好
15
。」 

就恁仰，這下大陸還有盡多地方像河南、廣東地區介人，還係伯公放到

桌下來服祀，恩台灣客人介龍神伯公嗎係放到桌下來拜，續變到一種特別介風

俗。 

 

【題解】 

台灣民間普遍祭祀土地公，除建有專祠供奉外，也在各廟宇中設有祭壇奉

祀，名之曰「福德正神」。其祠稱「福德祠」或「福德宮」，客家地區則以「伯

公」相稱，頗有隔壁鄰居老伯的親切感。事實上，「伯公」在客家聚落裡，也的

確扮演了這種角色。客語謠諺有云：「伯公伯婆，今晡日屋下割禾；上坵割有，

                                                 
13 飲：音 limˊˋ 
14 ：將，把。 
15 正好：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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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坵割無；著一隻硬頸鵝，愛食無愛食，也無奈何。
16
」連農作物收成不好，

也要怪罪到伯公沒有好好守護，那麼殺隻鵝來敬奉已是很有誠意了，願不願意

領受，也只有隨伯公的意了。 

本篇則在說明，為何有些地區把伯公放在桌下祭祀而不覺褻慢的原因，也

見得客家「伯公」親近斯土斯民的情懷。 

 

【作者】 

    本篇材料得之於《民俗文化古蹟探考》
17
，內引郎瑛〈七修類稿〉所收藏的

一段趣話，由吳餘鎬組織後，運用客語演譯撰稿寫就。吳氏，台灣桃園人，日

常所操母語為四縣腔客語。 

 

【參考文獻】 

    《民俗文化古蹟探考》楊鏡汀 主編 欣禾印刷企業所承印  民國 86年 5月 

    《客家童謠大家唸》馮輝岳 著 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5月 
 

二、掛紙介由來  

 

恩裡客人講清明祭掃安到「掛紙」，聽講這隻習俗係唐高祖介時代傳下來介。 

相傳唐高祖落難他鄉不得志介時節，當久無法度轉屋下去探親，長透想著

屋下介阿姆，心肝就盡艱苦18。等到佢封做唐公，轉到故鄉老屋時，其姆早就死

                                                 
16 參看《客家童謠大家唸》馮輝岳 著 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1991.5 
17 楊鏡汀 主編 欣禾印刷企業所承印 民國 86年 5月 
18 艱苦：艱，音 ganˊ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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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萬八19。佢盡傷心，就走到南山墓仔埔20亂葬崗去尋。人頭過高介野草，遮忒

墓墩仔21介碑石，任佢尋乜尋無，任佢喊乜喊無。 

無奈何，佢就帶去介銀紙，扯到一張一張仔，企到風頭，委分佢飛。銀

紙分風一吹，四散飛走。看等銀紙適天頂飛等，佢心肝肚又唸等：「不孝介賴仔，

總知好為國家做事，無奉養阿姆。這下轉來，想愛有孝阿姆，知汝大行
22
去咧。

尋毋著汝介位所，喊愛仰仔
23
來拜三牲。阿姆，你係有靈顯

24
，請你收納委25

出去介銀紙。」唸煞，就看著一張銀紙，飛到一隻大墓墩仔介草仔頂項掛等，

大風吹也吹毋走。佢行前去一看，就係佢姆介墓墩仔。後代人就掛銀紙帛26，

當成上墳祭祖介儀式。清明掛掃就安到「掛紙」咧。 

台灣桃園新竹苗栗地區介客人莊，每年正月十六到清明以前，家家屋屋做

人子孫介，都會選一隻日仔，帶等三牲金紙去剷地祭祖。佢兜墓墩仔整理好

勢以後，就先會拿搵有雞紅介「古仔紙27」，用一坏28草皮磧29到碑石頂，正開始

燒香祭拜。毋過，大家毋好毋記得：清明前一日係「孤寒日」，也就係寒食節，

去掛紙，祖先係無辦法享受你去介三牲喲30。 

 

                                                 
19 萬八：形容很久了。 
20 墓仔埔：墳場。也說「塚埔」。 
21 墓墩仔：海陸稱為「風水」。稱「一個墓墩」為「一門風水」。 
22 大行：去世。 
23 仰仔：怎麼樣。 
24 靈顯：靈現。 
25 委：音 ve-ˇ撒的意思。 
26 銀紙帛：成紮的冥紙。 
27 古仔紙：長條形黃色冥紙。 
28 坏：音 poiˊˋ。 
29 磧：用重物下壓，音zaˋ-  
30 參看何石松〈客家人也在清明節掃墓的〉中國時報寶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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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尊天敬祖」是我們優良的傳統文化，尊天是對大自然的尊重，敬祖則是對

先祖的崇拜，清明節掃墓就是這種美德的具體實現。 

客家人稱掃墓叫「掛紙」，錢收齋祭蘇小小詩：「柳絲不斷四陵夢，掛紙知

君到秀州。」
31
可見「掛紙」一詞，古已有之，非今日始。而客家人「古仔紙」

沾牲畜血以祭，亦有「祖宗血食」之意。按「血食」二字甚古，漢書有：「為勝

置守冢於碭，至今血食。」云云；史通云：「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劉

歆注《漢書》〈郊祀志〉「至今血食」謂：「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從而可見客家

習俗之古。 

本篇唐高祖祭母掃墓傳說，或可為客家「掛紙」習俗由來作為一說，後代

子孫當不忘先人遺澤，「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 

 

【作者】 

本篇為吳餘鎬依據苗栗縣政府民政局長周世民＜掛紙習俗源自高祖尋娘墳

＞報導寫就，吳氏為桃園縣人，操四縣腔客語。 

 

【參考文獻】 

＜掛紙習俗源自高祖尋娘墳＞周世民 

 

三、擂    茶 

 

                                                 
31 《石窟一徵》黃釗 撰 學生書局 59年 11月出版 卷四〈禮俗〉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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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講開門七件事：樵、米、油、鹽、醬、醋、茶，可見「食茶」文化，適

恩裡生活肚係盡重要介一件事。尤其係恩裡客人介「擂茶」特別有名。 

麼介安到「擂茶」？簡單講，就係茶葉、麻仔、甘草⋯放到擂缽肚，用

擂槌沿等擂缽介紋路擂到底背肚介東西變到茶泥，正用撈仔濾忒渣來，再用滾

水沖落去，愛吃鹹甜，任人自由。一般講來，擂茶介食法配合季節介變化，有

無共樣介食雜。春夏濕熱，加兜個艾仔、薄荷、天胡荽；秋日風燥，加兜仔白

菊花、金銀花、金盞菊花；寒天就用桂皮、胡椒、肉桂子、川芎，對人介身體

都盡好。 

相傳三國介時節，劉備度兵到江南，堵好
32
堵著熱天，天氣盡熱，兵員一個

個都熱著
33
發痧仔，水土不服，又嘔又瀉。歸大隻介兵營，續像病房共樣。劉備

看著心肝當愁，毋過，又想毋出辦法，滿奈仔
34
去尋藥仔、先生也無濟事，心肝

急都無奈何。該央時
35
，有一個老阿婆仔聽講這事，就上家下屋去喊大家，拿出

擂缽、擂槌，煮盡多介擂茶分該兜兵仔食。無想著，劉備介兵仔食過以後，續

漸漸好起來。客家擂茶介名聲就恁仰遠播流傳。盡多客家人，到這下還用擂茶

招待人客。 

實際上，「擂茶」這隻名，適宋朝耐得翁介《都城記勝》吳自牧介《夢梁

錄》兩本書項，就有『擂茶』、『七寶擂茶』介記載。事實上，用米入茶，自遠

                                                 
32 堵好：湊巧。 
33 熱著：中暑。也有人說「酷熱著」kuˊˋ ngied-ˋ doˋˊ 
34 滿奈仔：到處。 
35 該央時：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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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來就有介食法，客家人一直保留到這下。適這
36
，也可見得恩裡客家人介文

化淵遠流長。 

 

【題解】 

客家擂茶原是指聚集在大陸閩、粵、贛 山區一帶的客家人，把中原文化保

留下來的一種茶俗。在世界絢麗多彩的茶文化當中，它無疑是一朵散發著山花

清香的奇葩。因為它能不失茶道的情趣，又不受經濟的困擾，自採自製，物美

價廉，是以能在客家眾多飲食文化中流傳下來。 

本篇介紹擂茶三寶：擂缽、擂槌、撈仔的作用，以及擂茶所使用的食材和

它們的作用，供想認識客家文化的朋友參考，並佐以擂茶的傳說，以為助談。 

另據說，擂茶連渣喝，茶渣中含有兒茶精，有防癌作用。因此有「飲擂茶，

食粑；身體壯，笑哈哈」的諺語流傳。 

 

【作者】 

    本篇文稿為吳餘鎬參考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客家風情》〈客家擂茶奇趣

談〉一文，以及廈門市博物館薛翹、贛州地區博物館劉勁峰所寫〈客家擂茶源

流考〉所寫成。吳氏為桃園縣人，所操客語為四縣腔。 

 

【參考文獻】 

   《客家風情》 周紅兵主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  民國84年12月第一版 

 

                                                 
36 適這：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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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一、你認識多少個客家信仰崇拜的神祇，祂們有哪些故事流傳下來？ 

二、為什麼客家人稱掃墓為「掛紙」，他們為什麼不統一在清明節再做 

祭掃的儀式？ 

三、說出你喜歡的客家菜，以及特殊的客家飲食文化，並討論為什麼會 

有這種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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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間故事選 
 

一、 田螺精 

 

頭擺
1
，有一個

2
人安到

3
阿八仔，屋下有一個老阿姆

4
共下邸

5
。有一日，阿八

仔同七八個學生仔去陂塘
6
洗身仔，續

7
踏著一隻大田螺。有介人講：「拿來剖開

來看。」乜有介講：「拿轉來去煮來食。」 

這個阿八仔，原來就係盡好心介人，佢
8
講：「這隻田螺啊，也係有性命介東

西，毋好
9
佢，放佢好啦！」結果，大家都聽佢講，就放該

10
隻田螺去，大家就

轉屋下
11
去。 

第二日介暗晡
12
，真奇怪，阿八仔像發夢

13
樣，佢看著一個盡靚

14
介細妹仔行

到眠床前來喊佢：「15來同你料
16
。」連續五六暗晡都恁仰形

17
，到了雞啼，該隻

細妹仔就會轉去。這個情形又像真介樣仔，又像假介樣仔。害阿八仔每日都迷

迷痴痴，面色也變到盡黃。 

                                                 
1 頭擺：昔日，從前。 
2 個：音 ge-/gaiˇ。 
3 安到：叫作。 
4 阿姆：母親。 
5 邸：住。邸，或作住，戴，蹛。 
6 陂塘：池塘。 
7 續：沒料到，接著。 
8 佢：他、她、它。音：giˇ- 。 
9 ：殺。 
10 該：那。指稱詞。 
11 屋下：家裡。 
12 暗晡：晚上。 
13 發夢：作夢。 
14 盡靚：盡，很。靚，美麗漂亮。 
15 ：我，吾。 
16 料：玩耍，遊憩。或作聊，嫽。 
17 恁仰形：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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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姆看著賴仔
18
近來面色變到恁毋好

19
，就問佢：「你啊！面色恁毋好，係發

病
20
仔無？」 

阿八仔係一個盡賢孝介細人仔，佢驚阿姆愁，毋敢講正經，總係講：「無麼

介
21
啦！阿姆毋使愁啦!」 

毋過，其姆看著賴仔一日一日瘦下去，心肝肚
22
盡愁，就走到其賴仔介朋友

屋下去問，正知該一日攪
23
田螺介事。其姆知該隻田螺係精怪變來尋其賴仔報恩

介，毋過，陽人係做毋得
24
陰人共下介

25
。這隻情形繼續下去，賴仔介性命一

定會分該隻田螺精收去。 

轉到屋下，其姆問了詳細，阿八仔知騙阿姆毋過，就將逐暗晡
26
介情形講分

27
其姆聽。其姆聽了想著一隻辦法，就喊其賴仔來講：「暗晡夜該隻細妹仔係來

介時節，你愛喊佢食飯，其係毋敢食，你啊，一定愛強
28
佢食正好。」 

阿八仔聽其姆介吩咐，等到暗晡頭，該隻細妹仔又來咧，阿八仔表現到盡

親密介對佢講話，田螺精也盡歡喜對佢講話。 

就恁仰，兩儕越來越親密介時節，阿八仔拿出一隻像手指公恁大團介飯團

來請田螺精食，田螺精毋敢食。 

                                                 
18 賴仔：兒子。 
19 恁毋好：那麼不好。恁，那麼。 
20 發病：發，音 bod，生病。 
21 無麼介：沒什麼。麼介，什麼。 
22 心肝肚：心裡面。肚，裡面。 
23 攪：玩耍。 
24 ：和，與。 
25 共下介：一起的。介，多作「的」用。 
26 逐暗晡：逐，音 dagˋ- 。每個晚上。 
27 分：給。 
28 ：音gamˊˋ，勉強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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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八仔講：「你係毋食，天光日你就毋使來料。」 

田螺精聽著，無奈何，就將該隻飯團拿來食，食到雞啼，正食忒
29
一半定定

30
，又掣等

31
愛走。 

就恁仰
32
，連食四五暗晡，緊食緊多

33
，其姆看著，心肝肚盡歡喜。 

有一暗晡，這隻田螺又佇
34
該食飯，其姆看著，偷偷仔走到陂塘駁

35
去，

將該隻田螺殼拿轉來，囥
36
起來。該暗晡，田螺轉去尋無殼，續化毋忒。無奈

何，又轉到阿八仔介屋下對佢講：「 ⋯ ⋯  從今以後，愛同你共下邸，分你

做夫娘
37
啦。」將就恁仰，佢兩個就結公婆。 

經過四五年，降著四五介細人仔。該隻田螺盡煞猛
38
，逐日去上山拈樵煮

飯，做得盡圓滿。 

有一日，這隻田螺又上山去拈樵，該兜細人仔，佇屋下鬧到其婆無結殺
39
，

高不將
40
就其姆介殼拿出來分細人仔攪。其姆轉來，看著自家介殼，一下續死

忒。阿八仔呢
41
盡傷心，將死屍同田螺殼背到陂塘駁頂埋。背後，養成五個細人

仔長大成人，該兜
42
細人仔做儘

43
盡賢孝，阿八仔一生人也都盡享福。 

                                                 
29 食忒：吃掉。音 siid-/shidˋ tedˋ-  
30 定定：而已。 
31 掣等：負氣。 
32 恁仰：這樣。 
33 緊食緊多：：越吃越多。 
34 佇：在。音 du-ˇ 
35 駁：駁坎。此處作土堤，池塘岸邊。 
36 囥：藏。 
37 夫娘：老婆，妻子。 
38 煞猛：努力認真從事某事。 
39 無結殺：不知所措。 
40 高不將：只好將就。 
41 呢：語尾助詞。 
42 該兜：那些。 
43 做儘：全部。 



 4

 

【題解】 

「田螺精」故事，敘述主角「阿八仔」好心有好報的故事，表現出客家人

「民胞物與，慈悲為懷」的矜懷。雖說「為善不必求回報」，然而民間故事利用

口耳相傳的方式，教導童蒙小孩養成愛護小生命的習慣，也是先民良善的傳統

文化。 

 

【作者】 

本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楊時逢先生，在民國四十二年

秋，於桃園縣楊梅鎮之田野調查所得。作者軼名，然據其研究報告「序」言謂：

「發音人是廖火土先生及陳光秋先生」。故本篇故事可能是其中一人所口述之資

料，後經本篇編者吳餘鎬加以潤飾考定客語文字而寫成。 

 

【參考文獻】 

《台灣桃園客家方言》楊時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國46年 

         

二、 猴仔介來歷 

 

頭擺，有一介小娘姑
44
盡壞心，長透愛害佢介阿嫂，同其姆捎壞話

45
。其姆

分佢捎得多壞話，續變到盡惱其心舅
46
，長透

47
愛苦毒

48
佢。有一日其姆喊其心舅

                                                 
44 小娘姑：小姑。 
45 捎壞話：說人壞話，搬弄是非。 
46 心舅：媳婦。 
47 長透：時常。 
48 苦毒：虐待。 



 5

用菜籃去水
49
，其心舅想著這都萬萬不能介事，總係，毋去又會分其家娘

50

打。無奈何，菜籃著就去到河壩漘，想著自家介命恁壞，越想越傷心就佇該

噭
51
。 

天頂介仙人看著恁衰過
52
，就下凡來，問佢：「你佇這位噭做麼介？」 

佢就講：「吾家娘同小娘姑苦毒，喊用菜籃來水，該仰
53
得水啦？」

仙人講：「你毋使愁，老阿伯自有法度
54
。」 

話正講忒，就看著仙人嘴肚
55
唸等符誥

56
，續等

57
喊佢試看那仔

58
。佢毋相信，

就用菜籃去打水，無想著，菜籃正經
59
做得裝水，佢看了盡歡喜。 

仙人又問佢：「你有想愛靚
60
無？」 

「麼人
61
乜
62
想愛靚」佢應佢。 

「好，你有想愛靚，該你就目珠
63
眨一下。」 

講煞
64
，仙人含等一口水，將佢面項

65
就哺

66
一下。其心舅續變到一個盡靚介

人，將菜籃著一擔水就轉去。 

                                                 
49 水：挑水。 
50 家娘：婆婆。 
51 噭：啼哭。 
52 衰過：可憐。 
53 仰：怎麼。 
54 有法度：有辦法。 
55 嘴肚：嘴裡。 
56 唸等符教：唸著咒語畫著符咒。 
57 續等：接著。 
58 試看啊仔：試挑看看。 
59 正經：真的。 
60 靚：漂亮美麗。 
61 麼人：誰。 
62 乜：也。 
63 目珠：眼睛。 
64 講煞：說完。 
65 面項：臉上。 
66 哺：含水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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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屋面前介禾埕，其姑仔看著續認毋識，就問佢：「你係麼儕
67
？」 

「噯唷！就係若嫂哪，你仰會認毋識啦？」 

「唉哉！你仰會變到恁靚？」 

其嫂就堵著
68
仙人介事講分佢聽，其姑仔聽著也想愛變靚。第二日，菜籃

阿著，就去河壩漘，坐到河壩駁詐噭。無幾久仔，仙人果然又來咧，其姑仔

就仙人講佢乜愛變靚。仙人就教佢：「你去娘花
69
採著一把來，拿轉去間角

70
放，

三日三夜毋好出來，恁仰，你就會變忒去。」 

其姑仔聽著歡喜到會死，採著一把娘花就遽遽走轉去，囥到間角，三日三

夜正出來。拿鏡仔一照，知
71
續看著一隻滿身生毛，面又紅又皺，又毋會講話，

極奇怪介人形出來。佢看著，著驚一下，鏡仔放忒就呀呀大噭。其姆聽著走出

來看，也分佢嚇著。毋過，想著該乜自家介妹仔變介，原舊恁惜
72
。就恁仰越縱

越上甚
73
，其嫂分佢摝

74
到無法度。 

有一日，其嫂實在無辦法，就道歎
75
講：「仙人啊，你變到恁靚，盡

承蒙你
76
，毋過，會分吾

77
姑仔摝死去。」 

仙人聽著就下來佢講：「你毋使愁，教你：去拿著一垤
78
火磚仔

79
來，放

                                                 
67 係麼儕：是誰。 
68 堵著：遇見。 
69 娘花：菅芒花。 
70 間角：房間角落。 
71 知：誰知。 
72 惜：疼愛。 
73 越縱越上甚：越寵越嬌縱。 
74 摝：打攪。 
75 道歎：自嘆。 
76 承蒙你：謝謝你。 
77 吾：我的。音 ngaˇ- 。 
78 垤：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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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鑊下
80
去，燒到紅紅來，買兜仔

81
地豆仁，炒到香香，喊你姑仔來，正

82
火磚

仔挾出來，騙佢坐到該食，恁仰下二擺
83
你就會自然咧。」 

其嫂聽了就照等恁仰做。其姑仔，鼻著
84
地豆恁香，扡著

85
一扡

86
，就坐到火

磚仔頂，屎朏
87
頭著

88
，十分痛，就跳等

89
走到山肚去。佇該日以後，就毋敢轉

來。日後，人佇山肚看著一隻滿身生毛，屎朏紅紅，生來像人形介動物，就講，

這安到「猴仔」。 

 

【題解】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許多民間故事內容所呈現的共通特點。本

篇〈猴仔介來歷〉，敘述山裡的猴子是怎麼來的，為何牠的樣子很像人？又為什

麼牠的屁股會是紅的？故事主旨在告訴聽故事的人要心存善良，要與人為善，

千萬不可「恃寵而驕」，也不要「貪婪無厭」，否則下場就會和猴子一樣可憐了。 

 

【作者】 

本篇同上篇，亦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楊時逢先生，在民國

四十二年秋，於桃園縣楊梅鎮之田野調查所得。作者軼名，然據其研究報告「序」

                                                                                                                                                                  
79 火磚仔：紅磚。 
80 鑊下：灶裡。 
81 買兜仔：買一些。 
82 ：將。 
83 下二擺：下一回。 
84 鼻著：聞到。 
85 扡著：抓到。 
86 一扡：一把。 
87 屎朏：屁股。 
88 著：燙著，炙到。 
89 跳等：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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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謂：「發音人是廖火土先生及陳光秋先生」。故本篇故事可能是其中一人所口

述之資料，後經本篇編者吳餘鎬加以潤飾考定客語文字而寫成。另新竹縣亦有

「猴子的屁股為什麼是紅色？」的傳說故事，請參閱《台灣客家記音訓練教材》。 

 

【參考文獻】 

《台灣桃園客家方言》楊時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國46 

                    年 。 

《台灣客家記音訓練教材》古國順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  民 

                        國86年 

 

三、賭唚嘴90 

 

有一日，李文古就知
91
去遶料

92
，遠遠看著頭前來咧一陣

93
細妹仔，李文

古歕雞頦
94
：「該兜

95
都係介女朋友。」 

就知毋相信就講：「恩俚
96
來打賭好無？爾講該兜都係若介

97
女朋友，看你

唚得著該兜細妹仔介嘴無？」 

李文古講：「無問題，毋過爾生來一副無人緣無人緣介樣仔，毋好嚇著佢兜

，所以爾愛囥遠兜仔，毋好分佢兜看著咧。」 

                                                 
90 唚嘴：親嘴。 
91 就知：人的綽號。，音saiˊˋ謂吃。 
92 遶料：遊玩。 
93 一陣：一群。 
94 歕雞頦：吹牛，說大話。 
95 該兜：那些。 
96  恩俚：我們。 
97  若介：ngiaˊˋ ge-ˇ，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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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嗄！好，就囥遠兜仔，總係爾做毋得騙。」就知答應咧。 

「又毋係膨風三
98
，歸日

99
食飽無事做就騙人。」李文古當毋暢

100
介樣仔講

等就向該群細妹仔行去。 

「喂喂喂，爾兜毋好走，恬恬企等
101
，全部都毋好透氣喲。」李文古喊

等。 

「爾‥爾‥爾愛做麼介？搶劫係無？」「哩無錢⋯⋯；人肉鹹鹹⋯⋯；好

狗毋擋路⋯⋯」該群細妹仔七嘴八舌介講等。 

「爾兜毋好詐癲食狗屎，就講分爾兜知啦。這片
102
柑園介柑仔，時常分人

偷摘去食，今晡日
103
爾兜分捉著咧還講無？」李文古面膨膨仔，挑挑

104
趜到

105
當

受氣
106
介樣仔。 

幾個細妹仔看著續驚到趕緊講自家無摘，李文古看了看佢恁多儕
107
又講：「

嗄
108
？有恁古怪介事？無摘柑會上山，無打扮會恁靚。爾這兜細妹鬼，柑仔還青

青就同摘來。」 

「無啊！無啊！無啊⋯⋯」幾個細妹仔連聲講無。 

「奈有恁仰介事，吾介柑仔無生翼會飛走？一定係爾兜偷摘，無毋著介啦

                                                 
98  膨風三：新竹地區流傳的民間故事人物，主角膨風三是個很會誇張、說謊、專門賣弄小聰明欺騙的人。 
99  歸日：整天。 
100 當毋暢：很不高興。暢，音 tiong。 
101 恬恬企等：恬恬，安靜。企等，站著。 
102 這片：liaˋˊ pian-ˇ，這邊。 
103 今晡日：今天。 
104 挑挑：故意。 
105 趜到：裝成。 
106 當受氣：很生氣。 
107 儕：客語稱人的數量單位。 
108 嗄：音，haˊˋ 。疑問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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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古講等，就做樣仔愛捉佢兜。 

「爾斯毋好賴俚喲！裝水來食就愛有水缸，裝米來煮就愛有米缸。爾賴

兜來偷摘柑，捉賊就愛先抓贓！」其中一個細妹仔抗議講。 

「係啊係啊，爾無憑無據，毋好亂賴人呦！」春介
109
細妹仔都應聲講。 

「麼介無憑無據亂賴人？又毋係毋知張伯姆姓麼介。拜託爾兜看啊該片

地泥頂
110
介柑仔皮，還有，爾兜介嘴仰緊震動？無偷食該係動麼介？」李文古當

受氣介講。 

「係俚有偷食爾介柑仔，兜介嘴，一定會有柑仔介味道。」一個細妹

仔看起來像盡精介樣仔講。 

「係啊！係啊！該就分爾鼻啊！」春介細妹仔聽著也七嘴八舌佇該講。 

「嘿嘿，爾兜毋好相爭。」李文古聽著笑等就行前去，伏到細妹仔介嘴唇

鼻。 

「嗄！這麼介味道啊？」李文古大喊一聲。 

該隻細妹仔聽著，當毋好意思介細細聲仔講：「係啦，朝晨傍
111
煙腸

112
啦

。」 

「恁好空啊！」李文古講。 

「媽媽講愛等到過年正愛買啦，喊想愛吃時，畫煙腸傍大蒜也共樣。

」細妹仔講。 

                                                 
109 春介：剩下的。 
110 地泥頂：地上。 
111 傍：客語謂佐飯為傍，音bongˋˊ，猶言吃飯配菜之「配」。 
112 煙腸：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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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畫餅充飢識聽過，畫煙腸傍大蒜，若媽媽厲害喔！」李文古笑

等講。 

等到佢行到第二個細妹仔介嘴唇邊時，李文古又問：「這又係麼介味道？」 

「孵過介鴨卵。」第二個細妹仔應。 

「嗄！阿姆哀喲！」李文古著驚一下，喊起來。 

「吾媽媽講，還無盡臭風
113
，炒炒啊仔，鼻公撚等

114
來吃，毋怕啦！」該隻

細妹仔又多嘴加話講。 

「該若媽媽一定係做屋介老弟——做家
115
啦！」李文古講。 

就恁仰，一個一個細妹仔伏前去，分佢鼻嘴，遠遠看著就盡像適該唚嘴共

樣。等所有介細妹仔都鼻過後，李文古又警告佢兜，下二擺絕對毋好偷摘人介

柑仔，正放佢兜走。 

「稀奇稀奇真稀奇，分騙著佢就毋知喔，哈哈，著手咧
116
！」等該群細妹

仔走遠後，李文古當暢介唱等歌，行到就知該位講：「爾有看著無？李文古

除了人啊，鬼都識，敢打賭？」 

「有麼介毋敢介？女人大丈夫，男人就大乳姑
117
，輸人就輸人，等一下到鴨寮

會請船分爾坐啦。」就知大聲應等，兩儕就行向鴨母寮該片去。 

 

                                                 
113 盡臭風：盡，很。臭風，發臭。 
114 撚等：抓著。 
115 做家：客家人稱節儉謂做家。 
116 著手咧：抓到手，得到了。 
117 乳姑：客語謂乳房為「乳姑」，「女人大丈夫，男人大奶姑」為客語中，常見的說『反話』一如上「除了人啊，
鬼都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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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害先生跌落屎窟118 

 

「文古盡譴
119
呢，阿晰畫！」豬哥榮愁仔

120
，細細聲介講。 

「係啊，佢對屋背圳溝仔緊去，騰來去
121
看好無？」阿晰畫問大家介意

見。 

「係啊，莫自殺咧啊。」豬哥榮又愁仔講。 

阿晰畫聽著，就騰等李文古介後背，來到屋背介圳溝漘。遠遠就看著李文

古盡像適該繃
122
麼介草樣仔，就喊佢：「噯！文古！」 

「做麼介啊？」李文古問。 

「爾仰佇蔓仔頭
123
緊挖做麼介呢？」阿晰畫問。 

「鬼叫，毋使爾兜管。」李文古無歡喜講：「自家做事自家擔當，毋

係爾這兜無卵
124
呢！」 

正講等，阿晰畫指等李文古介後背講：「文古，先生又對這來喲，怕愛行

通
125
喔！」 

李文古聽著，拉等阿晰畫就遽遽走到竹列仔
126
背囥。 

「唔！哼！」遠遠就看著先生行到圳溝漘，解下褲頭，就跍下去
127
，順手

                                                 
118 屎窟：糞坑。 
119 盡譴：很生氣。 
120 愁仔：seuˇ-  dudˋ-  dudˋ-  eˇ/er- 。愁容滿面。 
121 騰來去：跟去 
122 繃：拔。 
123 蔓仔頭：野外常見的雜草，莖很韌。 
124 無卵：客語譏笑人沒膽之謂。 
125 行通：客語稱上茅坑解大號叫行通。 
126 竹列仔：客家地區種有許多竹林成列圍繞作防風林用。列，音 lad-ˋ。 
127 跍下去：蹲下去。跍，音ku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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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著
128
蔓仔頭就出力另

129
。 

「阿姆哀喔！」先生大喊一聲，就看著佢咕嚕，咕嚕，連食幾下口圳溝肚

介水。 

李文古遽遽
130
走前去問佢：「噯噯噯！先生爾佇介做麼介？」 

「文古來，來拉上去。」先生聽著，拚
131
等想愛跋上

132
圳溝駁，佇該喊

等。 

「做麼介呢？」李文古挑挑趜到
133
毋知麼介樣仔，行前去，假意出力去拉

佢，嘴肚又唸等：「恁尷尬呢？嗚呼，繃毋起來呢，先生。」就又先生放轉

水溝肚，嘴肚還唸等：「來去喊豬哥榮這兜手
134
。」就向學堂該片走。 

走到學堂，李文古對同學講：「喂，爾這兜山狗仔呀，先生有交代喲，爾

兜毋好離開學校一步腳喲，恬恬佇這讀書呵，有聽著無？」 

眾人聽講都齊聲應好。 

李文古當歡喜介轉到圳溝漘，看著先生又趜到額結結仔
135
先生講：「先

生，佢兜毋來呢!無辦法呢！」 

先生聽講無辦法，高不將，只有求佢出力拉佢上駁。幾下擺
136
，李文古差

一點仔就愛先生拉上來咧，佢又挑挑假意無力介樣仔，先生放轉水溝肚食

                                                 
128 抓著：抓，音 saˊˋ。 
129 另：音 nang-+ ，用力做某事。 
130 遽遽：趕快。 
131 拚：音 binˋˊ。掙扎。 
132 跋上：爬上。 
133 趜到：趜，音 giug-ˋ，裝成。 
134 手：幫忙 
135 額結結仔：皺著眉頭。 
136 幾下擺：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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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恁仰，經過幾下擺，李文古正先生拉上駁頂來。 

「呼！呼！呼！文古！」透等大氣介先生，氣攝攝仔
137
對李文古講：「這

擺好得爾呢。」 

李文古聽著仔又假意問先生：「該爾行通，仰恁無注意呢
138
？」 

「唉哉！毋知麼人恁孤沒，蔓仔頭同挖鬆咧，毋知呢
139
。」先生上氣

毋接下氣該
140
講。 

「係啊，恁夭壽喔。」李文古又趜到一副盡有同感介樣子講。 

「這兜猴仔，喊佢兜來拖，一概都毋肯，這兜猴仔哪！」先生氣噴噴

仔
141
罵等，一身濕仔向學堂行去。 

 

【題解】 

這二篇是從「台灣客家李文古故事」裡節錄出來的。故事主角「李文古」

詼諧機智，在台灣客家地區多耳熟能詳。國立中正大學碩士生吳餘鎬有「台灣

客家李文古故事研究」論文研究，謂其故事「從內容來說，台灣客家李文古故

事所凸顯的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客家文化縮影，在這裡可以發現客家族群生活的

型態和特別的價值取向。」 

〈賭唚嘴〉一篇也與金榮華《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所收錄的〈謊張三〉

                                                 
137 氣攝攝仔：氣息奄奄的。攝，音 ngiabˋ-  。 
138 呢：音 noˇ+ ，疑問語氣詞。 
139 呢：音 neˊˋ，語尾助詞。 
140 該：那兒。 
141 氣噴噴仔：氣憤的。噴，音 punˋ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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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則故事142裡〈親嘴〉故事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別是李文古故事裡，

懷疑被吃掉的「柑仔」換成了「羊」143金榮華先生把這類故事歸類為：讓人誤

認在親吻的1563B型故事。 

    〈害先生跌落屎窟〉故事，起因於李文古在學堂受罰，心生不滿，對學堂

先生的一種報復行為，其行雖不可取，然可作為茶餘飯後談笑之資，亦可略窺

客家聚落早年生活情形之一斑。 

 

【作者】 

本故事為吳餘鎬田野調查所得，故事內容採集自李龍麟先生。李先生一名

李文光，屏東縣萬巒鄉頭溝村人，民國二十三年（1934）生，國小畢業。日本

時代父親為華僑，從原籍廣東梅縣移民台灣，為方便大陸、台灣兩地經商（跑

單幫），未歸化日籍。母親亦為原鄉女子，二十四、五歲即與父親結褵。其所述

「李文古」故事，皆得之於父母口述耳傳原鄉本家宗親「李文古」膾炙人口的

奇聞軼事。 

 

【參考文獻】 

                                                 
142 見金榮華《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頁 112~114。 
143 有一天，謊張三同他的朋友到山上去玩，看到附近有七、八個鄉村姑娘在挖地，謊張三的朋友說：「謊張三

，今天我們來打個賭，那裡有七、八個姑娘，如果你可以跟她們每一個人親嘴，我就輸你百塊錢。」謊張三

說：「好!你把錢拿出來擺好。」 

謊張三走過去對那些姑娘說：「昨天我們大老爺家有一隻羊在這裡被人偷吃掉了，今天大老爺 

叫我來調查。吃了羊肉的人嘴裡有羊羶味，所以我要聞一聞妳們的嘴，如果沒有，證明你們沒 

有偷羊;如果聞到哪一個嘴裡有羊羶味，那就是她偷了羊！」 

那些鄉村姑娘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就一個一個讓他聞聞嘴裡的氣息，遠遠看去，好像是在親 

嘴，謊張三就這樣贏了那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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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李文古故事研究》吳餘鎬 碩士論文 民國91年6月 

 

【問題與討論】 

一、民間故事的性質為何？它的特色是什麼？ 

二、客家民間故事與其他族群的民間故事有何同異之處？ 

三、看完了本篇所選的客家故事，你是否也聽過類似的故事，請   

你也說說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