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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家娘个選擇(客語／四縣腔) 

 

        江生在南埔廟坪開一間麵店，就在恩公廟个正對面。佢十年前愛徙

到這个時節，堵好看著這間屋貼等「售」大嫲隻个字，無想幾多就摎中人

過定。愛打契約个時節，正有人摎佢講：「莫較贏！這間屋犯著路沖，對

對分廟箭等，對主人毋好…」一儕人吂講煞，黏時又有人豬接杓
1
，「你

知這間屋前一手發生麼个事情無？」原來，前隻屋主阿忠，厥餔娘有神精

病，為著照顧佢，老公根本毋敢走遠。無想著，前幾年倈仔也破病
2
咧。

共樣係神精病，死無命
3
還較傷重

4
，成時會擎刀仔在廟坪比來比去，莊肚

人會分佢嚇死去。阿忠就像揇等兩隻炮彈，精神壓力昶
5
大，就吊頸自殺

咧，餔娘摎倈仔背尾分政府送到精神病院，無幾久也消忒
6
咧！ 

        係講發生這種挨著神頭
7
个事情，普通人定著毋敢買這種屋仔，毋

過，江生試著無相干，當阿沙力，摎中人還過阿忠个妹仔走一輪銀行，屋

仔就過戶咧。江生講个也有道哩，佢講佢毋係「毋識字怨爺娘，毋會賺錢

怨屋場
8
」該種人，最重要个一點，佢試著這間屋兼廟坪，做生理當適

合。總講，佢戴落去無幾久，就摎麵店開起來咧，生理乜罔罔仔
9
已做

得。 

 

                                                       
1
 豬接杓：zuˊjiabˋsog。喻搶嘴說話。 

2
 破病：po  piang 。生病。 

3
 死無命：xiˋmoˇmiang。糟糕透了。 

4
 傷重：songˊdong。很嚴重。 

5
 昶：tiong。太。 

6
 消忒：xiauˊtedˋ。死掉。 

7
 挨著神頭：aiˊdoˋsiinˇteuˇ。喻運氣不好、遇事不順利，倒楣的樣子。 

8
 毋識字怨爺娘，毋會賺錢怨屋場：mˇsiidˋsii ien iaˇngiongˇ，mˇvoi con qienˇien vugˋcongˇ。不

識字就抱怨父母，不會賺錢就抱怨風水不好。比喻怨天尤人。 
9
 罔罔仔：mongˋmongˋeˇ。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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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忒拜三尞日，江生逐日打早五點零就駛等佢个犖确車
10
「中華多

利」去頭份市場買菜，主要係買麵、米粉、粄條、豬肉、粉腸、豬肝、青

菜這兜，有兜東西在莊肚个豬砧
11
、賣菜个乜有賣，毋過貨無恁齊，同

時，等佢兜八九點正開門，乜赴毋掣。「中華多利」係兩年前摎剃頭源買

个，車仔既經駛十年咧，本成愛報廢，江生試著還駛得，就用兩萬箍同佢

買來，「𠊎毋係愛駛遽，乜毋係拿來載細阿妹仔用，舊一滴仔有麼个所爭

呢？」有影，佢就係這種省儉个人，對自家个生活毋會要求忒多。吂到七

點，佢就駛等中華多利，哱哱哱對派出所脣該條大崎蹶上來，阿志嫂在該

等等咧，佢在江生个食店𢯭手，年紀會六十歲，前幾年老公死忒，兩個妹

仔都嫁人咧，屋下還有八十零歲个家娘愛奉待。佢在店肚愛洗菜，當晝𢯭

手兜菜，等下晝兩點人客較無个時節斯轉屋，摎家娘還過屋下个事情裝好

勢來，等五點零又過來𢯭手。成時食店人客多較無閒，臨時會尋阿源嫂

手，阿源嫂就係剃頭源个餔娘。江生轉到店仔肚第一項事情就係摎豬頭

殼、豬骨頭、豬粉腸洗淨後，一抹煞
12
擲落水既經拋拋滾个大鑊去，佢黏

時摎火撙細，屋後背這大鑊大骨湯至少愛煲兩點鐘，無這兜東西煲毋會

酪。續等佢會摎昨晡日煮好，在冰箱𠗻
13
等个大骨湯兜出來暖，佢當工

夫，會先摎面頂个凝油罅罅忒
14
，佢試著恁樣較康健，煮个東西毋會油膩

膩仔，這係佢一路里來
15
个堅持，莊肚人大體接受這種觀念，當然乜有人

嫌，剃頭源就係，「噯！江生，這米粉無油無臘
16
，毋好食。」聽人恁樣

講，江生總係會笑笑仔講：「油氣食忒多會膩胲
17
，對身體健康也毋

                                                       
10

 犖确車：logˋ kogˋ caˊ。破爛的車子。 
11

 豬砧：zuˊdiamˊ。原指賣肉者用的砧板，引申為賣豬肉的地方。 
12

 一抹煞：idˋmadˋsadˋ。全部。 
13

 𠗻：gien。以冰冷的東西觸碰。 
14

 罅罅忒：la la tedˋ。撈掉。 
15

 一路里來：idˋlu liˊloiˇ。向來如此。 
16

 無油無臘：moˇiuˇmoˇlab。形容食物的油分太少。 
17

 膩胲：ne goiˊ。因油膩而生的反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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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像背台詞共樣，十過年無變，佢个性體
18
就有恁好。成時在脣頭

个阿志嫂會聽毋慣，會兜一盆頭豬油過去，「嫌無油無臘？愛幾多豬油？

舀加兜過去！肚膕膕仔
19
，𠊎看阿源嫂斯嶄然愁喔！」「咦！𠊎又無罵著

若老公！愛你𢯭出頭？」「吾老公早斯變仙
20
咧，你哪久愛去尋佢尞？」

「呿
21
！…」兩儕就毋擔輸贏

22
，逐擺就愛江生來調解，無收馬毋轉

23
，

「好咧好咧！莫分阿源嫂聽著咧！」 

        人生著武頓車槌
24
个江生省儉也當煞猛

25
，逐日暗晡頭七八點鐘人客走

咧，佢就開始拚掃，摎店仔拚到淨淨俐俐，用十過年个地磚還像新个，白

色个天棚摎壁看毋著半息蝲䗁絲纜纜吊吊
26
，食店个裝潢盡簡單，看來看

去就一隻老式个時鐘摎一幅掛在算數桌後背壁項个油畫，該係一張婦人家

个半身像，著等青衫，梳等髻鬃
27
，抿

28
等嘴脣，面略略仔打側，看起來當

靚，這係江生䟓䟓去新竹个一間畫廊買个，開忒十萬箍，這在莊肚係一隻

笑科，大家就愐毋解，平時恁省儉、賣麵煮食个人，仰會去買這種貴蔘蔘

又無路用个東西呢？ 

        除忒該幅貴蔘蔘个油畫，還有一項大家乜愐毋解，就係江生仰三十

大零還吂討餔娘呢？就像剃頭源講个，「有人𢯭手，乜毋會長透愛熬更守

夜
29
在該做，還過，寒天睡目有人好凴，加幾燒暖你就毋知哩！」毋過，

一隻耳公入，一隻耳公出，剃頭源輒常講到嘴燥，佢講：「你這大戇牯，
                                                       
18

 性體：xin tiˋ。稱人的性情、脾氣。 
19

 肚膕膕仔：duˋgued gued eˋ。形容肚子大而鼓的樣子。 
20

 變仙：bien xienˊ。喻死去、去世之意。 
21

 呿：kiaˋ。語助詞本無意，在此有否定、鄙夷之意味，相當於華語的「去你的」、「去他的」。 
22

 毋擔輸贏：mˇdamˊsuˊiangˇ。輸不起。 
23

 收馬毋轉：suˊmaˊmˇzonˋ。無法收尾、收拾之意。 
24

 武頓車槌：vuˋdunˋcaˊcuiˇ。健壯。 
25

 煞猛：sadˋ mangˊ。努力、勤奮。 
26

 纜纜吊吊：namˇnamˇdiau diau。懸掛搖晃之意。 
27

 髻鬃：gi zungˊ。女子頭上小小的髻鬃，通常有用飾品包起來。 
28

 抿：manˇ。閉上。 
29

 熬更守夜：ngauˇgangˊsuˋia。熬夜，夜間因忙於某事，勉力支撐而延後睡眠。用以比喻工作辛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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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毋會分醒
30
，看你愛做幾久个單身哥仔

31
！」這種媒人錢難賺，講到背

尾，大家就懶咧。 

 

        講著這南埔係一隻細莊頭，斯廟坪這條忠義路、台三線該條係正義

路，還過派出所摎國小脣該條仁義路三條街路定定。廟坪這條較闊較鬧

熱，莊肚个幾間店仔全部在這條街路，像碧琴个雜貨店在恩公廟个左片

析，續下來係賣菜个、賣水果个、中藥店摎西藥行，還有幾間人屋；車頭

在廟坪个正手析兼大路，三不二時有人在該坐尞行棋仔，成時搞到暢，唩

唩喊喊个聲做得傳到江生个這搭仔；過加幾間係阿珠仔个豬砧，佢會一片

賣豬肉一片念經；剃頭源个屋乜在正手片，毋過，路就在厥屋前就起勢
32

轉斡，直直透到細茅埔，該片就一棟單家人屋，姓張，四圍係十過甲个茶

園。 

        這張屋係有錢人，歸隻鄉差毋多有一半个土地係厥个，其他个地方

聽講還有兩三百甲，有兩間公司，前幾年又摎人鬥股
33
開銀行，自家做董

事長。照理來講，這種盡有錢个好額人，應該無愁慮，過等「樵燥米白，

高床滑蓆
34
」个生活，毋過，家家有本難念个經，這戶人家人丁毋旺，世

代單傳，老頭家淨一個倈仔定定，過身前兩年倈仔討一個心臼，吂知結婚

第三年，還吂三十歲个後生頭家嗄破病咧，經過醫生个診斷，確定係得著

先天性个心臟病，還有其他个併發症，對該央時起勢，佢就一直睡在眠床

項，手術三擺乜全無效果，嗄顛倒
35
越來越傷重，最後，在屋下休養，毋

敢分佢操勞半息，休養个這段時期，表面上佢雖然還係大家長，毋過，大

                                                       
30

 分醒：funˊ xiangˋ。清醒。 
31

 單身哥仔：danˊsiinˊgoˊeˋ。單身漢。 
32

 起勢：hiˋsii。開頭、起始。 
33

 鬥股：deu guˋ。合夥。 
34

 樵燥米白，高床滑蓆：ceuˇzauˊmiˋpag ，goˊcongˇvad qiag。形容生活優渥安逸。 
35

 嗄顛倒：sa dienˊdo。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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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知，正經㧡擔頭个係厥餔娘，公司代表人个名仔早斯登記餔娘个名仔

咧！世事難料，一年前破病會十年个細頭家也過身咧，頭家娘三十零歲還

後生老公就死忒，這乜正經衰過，毋單淨恁樣，兩公婆乜無降
36
細人仔。 

        人講「樹大影大
37
」，張屋个事業恁大，對地方个影響也當大，莊肚

有麼个活動，像廟項打醮做大戲、學校校慶運動會、造橋舖路這兜，張屋

定著負責一半較加，老頭家還在个時節佢就十分熱心參加，牽頭帶腦
38
个

定著係佢，毋過，厥倈仔摎心臼從來毋識行出街路，倈仔破病毋使講，該

心臼呢？好手好腳仰會毋識出來莊肚呢？莊肚乜無半儕識佢，好在佢係大

公司个董事長，無莊肚人還毋知佢生到仰般哩！ 

 

        除忒尞日，逐日朝晨九點到十點中間，一輛大台烏色个賓士車，斯

對細茅埔該棟大洋樓慢慢仔駛出來，會經過食店，該央時江生還在裡背無

閒直掣
39
，毋過，聽著車仔个引擎聲，佢還係會摎頭那探出來影看啊！毋

單淨江生，剃頭源會摎剪刀放下來、豬砧个阿珠仔會頓恬
40
念經、車頭該

兜行棋仔个老貨仔會摎頭那探起來，歸條街路个人就會停下來，大家就眼

視視仔
41
看等該輛玻璃暗摸摸个車，裡背生著麼个款全看毋著，單淨知頭

家娘在裡背。有人目赤
42
，「有錢還沙鼻，逐日大車仔攘來攘去，毋識看

佢摎大家相借問！」乜有人講：「還衰過，恁後生就死忒老公！」毋過，

「唉！有錢還好。」這可能正係大部分人个心聲，總講，大家對這個後生

个頭家娘有一種當複雜个心理。在莊肚當少聽著人講厥好話，毋係訄洗
43

                                                       
36

 降：giung。生孩子。 
37

 樹大影大：su tai iangˋtai。樹木越高大，樹蔭也越大，用此比喻越有成就，貢獻越大。 
38

 牽頭帶腦：kienˊteuˇdai noˋ。領先帶頭。 
39

 無閒直掣：moˇhanˇciid cad。事情多到沒時間休息。 
40

 頓恬：dunˋ diamˊ。停止、停下來。 
41

 眼視視仔：ngienˋsii sii eˋ。眼直視的樣子。 
42

 目赤：mugˋcagˋ。嫉妒。 
43

 訄洗：kauˊseˋ。極盡譏諷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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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係當了少
44
个話，這種話係講分細妹仔聽著，定著會面紅濟炸

45
；毋過，

係講有機會摎佢交陪，嗯，其實也毋使到該種程度，係講做得𨃰
46
入張屋

个大門一步，乜係盡光榮个事情，足足宣傳一隻月做得。就像戴廟背个木

匠榮，論時佢看著該輛賓士車駛等過，佢會講：「該隻剋死老公又合毋會

降个豚嫲
47
，討著這種餔娘正經有罅衰

48
！」以前佢摎人嫌到無一垤好，吂

知一擺分人喊去洋樓𢯭手整屋一隻禮拜過後，見擺堵著人就講頭家娘仰般

仰般細義，人又幾靚又幾靚，就像月中嫦娥共樣，過後就完全無聽著佢罵

半句。 

        總講一句，人心難隔水難量
49
，大家平常時見面牙西西仔

50
，心肝肚到

底想麼个東西，麼人揣
51
得著呢？頭家娘有麼神奇个能力，見面無幾多擺

就做得改變一個人个想法，尤其係像木匠榮這種硬頸又合了少，人講死無

變个人，大家都愐無解。還有一項事情乜愛愐看啊，張屋本成就發扯扯，

毋過，十過年前乜無恁闊个所在摎產業啊！這兩間大公司還過一間銀行係

仰般形變出來个呢？靠厥身體殗弱
52
个老公？這隻問題永久係大家打嘴鼓

个主題，成時講別樣个事，講去講轉，好點點仔背後嗄岔線
53
岔到張屋頭

家娘該片去，當像無講到清清楚楚水落石出就毋會過願
54
樣；有還較超過

个，就係當多議論等个事，大體係無影無跡，大家乜講到暢蹀蹀仔，跈人

                                                       
44

 了少：liauˋ seu 。指人態度輕浮不莊重，言語粗魯又野蠻。 
45

 面紅濟炸：mien fungˇji za。滿臉通紅的樣子。 
46

 𨃰：kiam。跨越。 
47

 豚嫲：tunˇ maˇ。(貶)指不會生育的女人。 
48

 有罅衰：iuˊla soiˊ。有夠倒楣之意。 
49

人心難隔水難量：nginˇximˊnanˇgagˋsuiˋnanˇliongˇ。人心不好的一面難以阻絕，猶如水難量測

一般。喻人的心思難以探測，即「知人知面不知心」。 
50

 牙西西仔：ngaˇxiˊxiˊeˋ。露齒貌，喻高興。 
51

 揣：tonˇ。推測、估計。 
52

 殗弱：ngiem ngiog。虛弱。 
53

 岔線：ca xien。改變話題。 
54

 過願：go ngien。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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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一隻影，生一隻頸
55
」，這在南埔乜係盡生趣盡特殊个現象，這又摎

頭家娘添加兜神秘个形象。 

        莊肚盡少人看過頭家娘，毋過，幾個在張屋𢯭手个人輒常在街路出

現，像買菜个孟華嫂摎司機阿清，斯長透摎江生交關；孟華嫂間日間日

來，逐擺就買一百箍个豬頭肉，簡單就恁樣，毋使合豆腐乾、海帶、豬耳

公這兜，十過年無變，逐擺孟華嫂來到，毋使吩咐，江生定著揀一矻最靚

个豬頭肉切幼幼仔分佢帶走，兩儕話當少，當像早斯聘
56
好共樣。阿清乜

恬恬仔食麵定定，話盡少講。另外一個就無共樣，佢安到陳貴。 

        陳貴，大家喊佢貴叔，六十大零，係一個高長大漢，摎江生个身材

有拚有拚；佢頭那頂歸搭仔光華華，淨伸着四條頭那毛，正經有影，一二

三四，佢盡儆惜
57
該四條頭那毛，三不二時用手指打橫挲啊挲，摎佢兜比

比
58
排正正，斯像兩條火車路。貴叔个酒量十分好，一盎六百 cc 陳年高粱

入肚根本無礙著
59
，行路照常直直，大家都喊佢「酒仙」，莊肚有請人

客，佢輒常代表張屋出席，因為佢係張屋个秘書，毋過，佢從來毋識講自

家係秘書，佢講佢係張屋个大承勞。貴叔後生就跈等老頭家做，該央時就

係秘書，這下乜係，莊肚有人盡驚佢，講佢腹內行事
60
，講話个時節目絲

絲仔看等人，當像緊在該測人个斤兩；還有人講，佢在台北、新竹有幾下

間屋，做人个承勞仰有辦法做到發扯扯仔呢？有兜人就在背後罵佢「膦毛

尖過縫
61
」，講佢一等精俐

62
慶腳

63
，有人就將就罵佢「老鳥精

64
」。外背个

                                                       
55

 講一隻影，生一隻頸：gongˋidˋzagˋiangˋ，sangˊidˋzagˋgiangˋ。別人隨便說說而已，卻信以

為真，不加求證，就到處宣揚。 
56

 聘：pinˋ。談妥條件。 
57

 儆惜：kiang xiagˋ。愛惜。 
58

 比比：beˇbeˇ。並排。 
59

 無礙著：moˇngoi doˋ。喻無關緊要。 
60

 腹內行事：bugˋnui hangˇ sii。喻城府很深。 
61

 膦毛尖過縫：linˋmoˊjiamˊgo pung。(貶)指人精叼，善於精打細算，且工於心計，善於鑽營，專打

別人的主意，專做損人利己的惡劣行為。。 
62

 精俐：jinˊli。精明伶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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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盡多，毋過，佢坐在張屋秘書个位仔還係穩穩，對老頭家還在个時

節，到這下頭家娘當家，算係三朝元老，無任何影響，這乜係莊肚人愐毋

解个事。 

        大家就講，「愛提防該個老鳥精！」毋過有一個人嗄摎佢當合杓
65
，

就係在南埔開食店个江生，「佢正經無做壞事，無害麼儕啊！」佢還講：

「是非日日有，毋聽自然無。」大家斯講江生昶單純，背尾仰般形分人賣

忒就毋知，「就一間食店，無爺無哀無子無餔娘，愛賣分麼儕呢？」江生

講。 

        除忒帶人客來食，貴叔大體會擇暗晡頭七點過後人客較少个時節來

到食店，佢就切一息仔豬頭肉、豆腐皮、海帶膠粉腸，成下仔會喊一盤青

菜。論時佢會搭放一盎陳年高梁在店仔肚，佢就好啉這味。貴叔當好講老

頭家个事情，江生印象最深个係老頭家做六十一个故事：老頭家雖然急公

好義，毋過算盤乜當會扚，佢親身企在大門迎客接禮，係講摸著紅包絡仔

係軟个，確定裡背裝等紙票，就請人客落屋奉茶，係講摸著係銀角仔，佢

就講：「𠊎硬硬
66
就無打算請！」不管人客面幾臭，硬硬就摎人客請走。

「還絕！」貴叔講到口涎波潑
67
，「佢摎銀角仔个『硬』還過客家話堅持

个『硬』這種雙關語，用到還慶還有頭腦！」佢續等講：「𠊎這一生人，

斯欽服兩個人，一個就係老頭家，另外一個就係…」講啊講欸嗄頓恬忒。

該央時江生嘴勺勺仔等佢續等講下去，毋過，貴叔嗄摎面竵
68
走，本成像

一條線个目珠擘到大嫲粒，佢眼盯盯仔看等該幅婦人家个畫像，久久無講

半句，頭那頂該四條頭那毛，分電扇吹到飛起來。 

                                                                                                                                                                        
63

 慶腳：kiang giogˋ。（貶）形容一個人精明能幹。 
64

老鳥精：loˋdiauˊjinˊ。（貶）借指經驗老到，世故、狡猾的人。 
65

 合杓：gagˋsog。投契、臭味相投。 
66

 硬硬：ngiang ngiang。硬要、堅持要。 
67

 口涎波潑：heuˋlanˊpoˊpad。形容人講話講得很賣力的樣子。 
68

 竵：feˋ。歪、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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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仔過到當平常，南埔斯像摎世界分開共樣，摎電視頂背个齬齬齖

齖
69
無相干，逐日共樣个戲齣：阿珠仔共樣一片賣豬肉一片念經，車頭个

人共樣在該行棋仔，剃頭源共樣摎人剃頭，江生共樣在該煮麵，頭家娘个

賓士車共樣慢慢仔駛等過，大家也看到目金金，斯像看一齣戲。 

        有一隻禮拜六暗晡頭七點，貴叔又來到江生个食店，共樣一細盤菜

摎陳年高粱，等人客全部離開，佢摎江生喊過去共下食。摎以前無共樣，

這擺佢恬靜當多，有一句無一句，目珠睞過來睞過去，當像在該緊愐續下

來愛仰般形講，江生乜無出聲，恬恬仔坐等，準陪佢尞共樣。 

        旋風一聲，「噯！」貴叔喊。 

        江生著驚一下，「啊？」頭那黏時探起來。 

        「頭家娘愛徙到別位戴咧！」 

        「啊？」又一聲，這擺江生險險摎豆腐乾哯
70
出來。 

        貴叔又用厥該雙老鳥精个目珠看等江生，佢講：「你緊張麼个？這

事情敢摎你有關係？」 

        本成江生手腳毋知愛擺哪位去，這下黏時摎巴掌嫲伸到頭前去，

「無！無！無！」續等講：「貴叔在該講笑科，哪有可能呢？」 

        貴叔笑笑仔，當像逐項事情斯分佢看透透，下一句又摎江生嚇一

下，佢講：「頭家娘想愛嫁人！同時，人選乜有咧！」 

        無等江生接嘴，貴叔講：「𠊎今晡日䟓工來這位，就係愛煩勞你一

件事情，請你莫推辭。」 

        江生黏時頷頭應承。貴叔喊佢對天光日起勢，連續三日毋使做生

理，因爭逐日會有一個候選人會來南埔來食店食當晝，係講貴叔臨時有事

情無閒過來，愛佢做人客伴，陪佢兜啉酒，等到下晝頭一點，司機會來載

                                                       
69

 齬齬齖齖：ngi ngi ngia ngia。爭吵不休之意。 
70

 哯：lienˋ。吐出口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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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客落去。 

        「莫摎別人講哦！」貴叔三叮嚀四吩咐！ 

 

        第二日打早，江生就摎「今晡日尞日」个牌仔挽在門口。 

        第一個係盧先生。等到十二點貴叔還吂來，照原來的約定，江生就

陪佢啉酒。佢紹介自家係三十五歲个企業家，係兩間電子公司个董事長。

大學吂畢業就創業，這下係青商會个會長、扶輪會个副會長…一千擔銜

頭，財產差毋多有兩百億。 

        江生摎舌嫲㐁
71
一下。 

        「你想𠊎有機會無？」啉幾杯酒過後，盧先生起勢酒後吐真言，佢

講：  「你愐看啊！佢个財產儘採就有五百億，加𠊎這兩百億，再過摎銀

行貸款，鬥鬥起來就有 1500 億，就做得做還較大个事業，投資大陸，投

資美國，投資全世界，兩公婆同心協力，共下賺大錢！」 

        企業家生到高擎擎
72
十分緣投，頭那毛梳到當亮線，棚等一副金色个

目鏡，著等一身兩三十萬个亞曼尼西裝，聽講該條紅色个內固帶就愛三萬

箍，手腕該隻金金會晟眼
73
个時錶仔儘採乜愛三十萬，一身个打扮貴蔘蔘

仔費毋直
74
。江生愐：「麼人有才調

75
爭得贏佢呢？」 

 

        第二個係邱先生。摎第一日共樣，等到十二點貴叔還係無來。高不

將江生又摎佢啉酒。這個先生江生就有印象。佢五十歲，係一個政治人

物，乜係前任个副縣長，前年競選立法委員失敗。佢乜係一個律師，打官

司罕得輸；聽講佢又愛參加下二擺立法委員選舉，因爭現任立法委員做到

                                                       
71

 㐁：leˇ。伸出舌頭。 
72

 高擎擎：goˊkiaˇkiaˇ。個子高。 
73

 晟眼：cangˇngienˋ。強光刺眼。 
74

 費毋直：fi mˇciid。不得了。 
75

 才調：coiˇtiau。（貶）才幹、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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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㜮斗，大家講佢當有機會。江生以前當支持邱先生，逐擺就摎票撍分

佢。         

        啉幾杯酒過後，換邱先生起勢酒後吐真言，佢講：「你愐看啊！𠊎

个人面闊，人緣又好，能力又強，係講做得討著佢做餔娘，𠊎个選舉所費

就毋會無落無著；同時佢又生著恁靚，口才又有，兩公婆聯手，選舉定著

贏。」邱先生講到比手畫腳，越講越暢，續等佢摎該隻大頭那確探前來

問：「你試著𠊎摎盧先生麼人較有機會？」 

        「你仰會知？」 

        「呿！」邱先生兩支手比一下，面歸隻仔竵過去，佢講：「嗙雞胲
76

斯有！頭擺公司股價兩百箍，這下伸雞卵水餃價，有兩百億？頭那伸出來

分你剁！聽講佢毋知欠銀行幾多百億哩？」 

        「正經？這仰結煞？」江生目珠擘到大嫲粒。 

        「你緊張麼个？」律師坐在凳仔項全無停動，面色青離離仔，佢

講：「𠊎又毋係啞狗哩！」 

     

        最尾一個係熟事人，看著佢个時節，江生正經著驚一下，因爭佢係

大大有名，心臟病个權威林大醫師，佢乜係細頭家个主治醫師。林醫生窮

苦家庭出世，毋過佢頭腦當好，讀書當慶，因爭屋下無錢，五個阿哥阿姊

講好，做儘讀到國中、無斯國小畢業定定，早早賺錢專專分老弟讀書。佢

係佢該隻鄉第一個台大畢業个醫生摎醫學博士。佢今年六十五，這下還在

該大病院看病人，乜在醫學院做教授，前幾年餔娘正過身。 

        摎前兩日共樣，發冷个貴叔還係無來。江生摎該盎陳年高粱拿出來

个該當時，林醫生講：「𠊎毋愛啉酒！毋知死个人正好啉酒！」 

        聽著這句話，江生煞煞摎酒收轉去，佢知老醫生為人正派，毋過乜

                                                       
76

 嗙雞胲：pangˊgieˊgoiˊ。比喻誇口、說大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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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執性
77
，江生驚得失佢，腰骨打竳，恬恬仔聽佢講話。 

        林醫生講：「𠊎講話毋好花花假假
78
，第一個𠊎無識，第二個厥肝可

能有問題？」 

        「仰般講呢？」 

        「你無看著佢一㘔酒面就變青？這就表示厥肝有問題！」老醫生講

到當有把扼。 

        「這愛仰結煞正好？」江生問。 

        「你緊張麼个？」老醫生講：「係講𠊎摎佢結婚，這隻問題就解決

咧！後生人愛討佢，還毋係為著錢？你有想過無，以前𠊎三頭兩日對台北

拚等下摎厥老公看病，其實無看也做得，根本無較增，𠊎顛倒較煩勞佢一

個婦人家，肩頭个擔仔恁重，毋知佢㧡得贏無，逐擺看佢額結結仔，就盡

毋盼得。」 

        「正經得人惜个細妹仔！」老醫生講。 

        食無幾多口，老醫生𢫦𢫦風
79
行出食店，不管江生在後背仰般喊。 

     

        為著招待三個候選人，江生三日無做生理。昨晡日老醫生走忒過

後，佢駛等該輛犖确車去竹東買兜東西；今晡日禮拜三乜係尞日，佢按算

摎瓦斯爐拆下來清清仔，毋過，該張平時坐个矮凳板仰般尋就尋毋著，佢

為著這件事情心糟糟，坐在戶檻
80
該位連續哺兩支菸。佢需要該張矮凳

板，因爭厥左腳有老症頭，跍下去个時節，腳㬹該位个筋頭會緊掣。佢行

到碧琴个店仔食朝，轉屋又屋前屋後尋加一到，還係尋無矮凳板。佢又坐

在戶檻哺菸。 

        剃頭源行過來問：「你看到仰般？」 

                                                       
77

 執性：ziibˋxin。個性固執，不肯變通。 
78

 花花假假：faˊfaˊgaˋgaˋ。形容人說話、做事不真實，很虛假。 
79

 𢫦𢫦風：mag mag fungˊ。形容事情來得很突然。 
80

 戶檻：fu kiamˊ。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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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个仰般？」 

        「聽講你摎頭家娘面試新郎公？」 

        「該關𠊎漦事？」打早事情無做成，像一隻烏蠅公樣仔飛來飛去，

這下又分人啷洗
81
，一肚屎懊惱毋知愛對哪搭岀。 

        「你毋使掩磡
82
啦！這件事通莊人就知。」 

        「通莊人就知？」 

        「莫問𠊎，𠊎想轉屋睡加一覺目添。」剃頭源毋愛揈
83
佢，斡頭行轉

屋。 

        江生尋毋著矮凳頭，高不將坐在戶檻舞該三隻瓦斯爐，佢摎逐隻噴

嘴拆下來，用幼幼个鉛線仔通，一隻一隻拿到日頭下晟，看裡背有分東西

塞著無。續等又一隻一隻用鐵搓仔搓，慢慢仔，本成烏疏疏仔个瓦斯爐現

出銀色个光澤；佢當滿意，定定仔心情也好起來咧，故所佢坐下哺今晡日

个第四支菸。這下，日頭既經上到天頂，榕樹頂个蟬仔就像合唱團共樣，

「炎~炎~炎~」唱出熱天最流行个歌曲。 

        江生有菸願
84
，一頓恬下來，手斯毋多知仔摟衫袋仔，手指愛夾等一

支菸，心神正會停腳
85
定下來；佢晡菸个時節，看等本成暗暗个火星，一

下仔斯像星仔瀉屎
86
樣𥍉等啾紅

87
个光輝，心花就一蕊一蕊開，心肝肚尋無

頭䌈
88
蓬蓬飛个煩惱，跈等該青煙一抹煞飛淨淨，走到西天恁遠。 

 

        旋旋風，本成吭天吭地个蟬仔叫嗄頓恬忒，四圍个世界、歸隻南

                                                       
81

 啷洗：longˊseˋ。以委婉的隱語嘲諷譏刺。 
82

 掩磡：amˋkamˋ。隱匿、藏匿。 
83

 揈：fenˊ。理會。 
84

 菸願：ienˊngien。煙癮。 
85

 停腳：tinˇ giogˋ。沉澱。 
86

 星仔瀉屎：senˊeˋxia siiˋ。流星。 
87

 啾紅：jiuˊfungˇ。深紅色。 
88

 尋無頭䌈：qimˇmoˇteuˇtagˋ。摸不著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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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一𥍉目
89
變恬索索仔，連一皮樹葉仔跌落地泥下，斯摎在脣頭擘嘴擘

鼻
90
个黃狗嚇䟘起來。命運个門定定仔打開，本成坐在戶檻發琢愕

91
个江

生，斯像布袋戲肚个人公仔，慢慢仔停動起來，佢伸伸手腳摎頭那側過

去，耳角角仔去聽風帶來个消息，佢顫一下，正經，該引擎个聲越來越

兼，佢看著該輛烏色个大賓士車摎往擺共樣慢慢仔駛過來，當多年以前，

厥心肝肚就有隻夙願，希望這輛車仔做得在門口頓恬一下，摎車肚个人相

借問，毋過，佢當早斯摎這種想望囥在壁壢角，因爭這係無可能个事情。

佢企起來想閃落去，一聲「叭」，摎厥腳釘在地泥項，佢聽著車門打開

來。 

        「江生哥，恁久無看著！」    

        對江生來講，聽著這聲當像係發夢。佢轉身，看著戶檻个另外一析

著等白色連身裙个雲英，乜係大家講个頭家娘。雲英个形投
92
還係摎頭擺

共樣，身胚
93
全無走樣，生著盡竳線

94
高溜高溜。同時，摎該張畫像共樣頭

那梳等髻鬃。 

        「頭家娘…雲英…」 

        無應戇戇在脣頭企等个江生，雲英直接行落裡背看上看下，就像遶

自家个灶下共樣。成十分鐘過後，正對樓棚頂下來，笑咪咪吔，佢企在算

數桌頭前，當有趣味个樣仔頭臥臥仔欣賞該幅畫像，續等坐在凳板項，用

手拍拍另外一張，愛江生坐下來。其實，佢兩儕既經熟事當久咧，講較白

兜仔，雲英結婚以前，佢兩儕係男女朋友。 

        「愛對哪央時開始講起呢？」雲英講。 

                                                       
89

 一𥍉目：idˋngiabˋmugˋ。一眨眼。 
90

 擘嘴擘鼻：bagˋzoi bagˋpi。形容尚未睡醒，或極為疲倦的樣子。 
91

 發琢愕：bodˋdogˋngogˋ。發呆、發愣。 
92

 形投：hinˇdauˇ。模樣、樣子。 
93

 身胚：siinˊpoiˊ。身軀、體型。 
94

 竳線：denˇxien。形容一個人衣著、儀表漂亮、標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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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完全毋使江生愁慮，雲英个口才盡好，一開嘴就講毋煞，佢

對頭擺講到這下，對結婚講到事業，有思念有感情，有辛苦也有快樂，兩

儕又像以前共樣，分享心情日記，雲英摎心肝肚想个一五一十同江生講，

毋多知仔會到當晝咧。雲英毋知愐著麼个事情，嗄愁面愁面，斯像面容仔

有烏雲打堆 ，佢講：「江生，你看𠊎嫁分麼儕較好？」 

        江生無應佢。 

        雲英噗一聲笑出來，手揞等嘴，笑到會揌
95
，佢講：「你看你，目佛

佛仔，目珠像牛牯樣，仰般？做毋得問係無？」 

        「問𠊎無效啊！𠊎又無資格！」江生大聲抗議。 

        「有，你有，你係吾朋友，故所你有，」雲英頓恬一下續等講：

「無成你毋關心？」 

        「關心啊！」 

        「好！𠊎一儕一儕問。」雲英講：「盧先生仰般？」 

        「人當緣投，毋過聽講佢借當多錢！」 

        「邱律師呢？」雲英問。 

        「下二擺可能會做大官，」江生講：「毋過，醫生講佢愛注意健

康。」 

        「該醫生呢？」 

        「醫生人當好，毋過…」 

        「昶老了，係無？」 

        江生無應，兩隻目珠眨啊眨。 

        雲英兩支手打開開，「該𠊎愛嫁分麼人呢？」佢講：「分𠊎建議好

無？」 

        這隻問題害江生無結毋煞，心茫茫亂了分寸，佢心肝肚有想法，毋

                                                       
95

 笑到會揌：seu do voi caiˇ。笑得東倒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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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喃喃呢呢
96
講毋出來，就摎十年前共樣，佢想去想轉，刻耐仔講出三隻

字：「𠊎毋知！」 

        雲英笑笑仔，無一息仔責備怪怨个意思，「江生，你知𠊎想麼个

無？」續等佢講：「𠊎想愛嫁分一個會惜𠊎，肯恬恬仔聽𠊎講話，有砸磳

97
个圓身分𠊎偎凴

98
个男仔人。」 

        雲英講：「頭擺吾姆識講：『雲英嫁落有錢个大戶人家，實在驚佢

兜人个飯碗毋贏。』，係講佢該央時無講這句話，𠊎還無定著愛嫁入張

屋，仰般？這下毋單淨証明𠊎兜得贏定定，還兜到不勝好，江生，你講係

無？」 

        江生頷頭。 

        雲英講：「毋過，𠊎這下正經悿咧，係講有人有天恁闊地恁闊个胸

脯分𠊎歇睏，煠最好食个豬頭肉分𠊎食，該種感覺…講有幾好斯有幾好

呢！」 

        江生个目珠又擘到大嫲粒。 

        雲英笑到哈哈滾，佢講：「江生哥恁仔細，𠊎還吂摎你承蒙過，逐

擺愛你摎肥豬肉裝淨淨，你知𠊎最驚肥…老實講，你煠个豬頭肉就係吾鄉

愁个解藥，就係𠊎思念个寄託，每食一口，𠊎就想著頭擺个事，一齣一齣

斯像電影共樣…」 

        「𠊎記得頭擺小學還細還細个時節，學校有一擺遠足，啊！見擺遠

足个前一夜，望毋得天光…吂知食當晝个時節，𠊎嗄毋堵好摎飯兜仔覂

忒，記得該央時𠊎噭到噦噦嘶嘶，有人無第二句，就摎自家个飯兜仔拿分

𠊎，到今還試著當感心…」 

        「敗勢，無大雞髀，乜無炆爌肉。」江生講。 

                                                       
96

 喃喃呢呢：nam nam niˇniˇ。引申為不果決的樣子。 
97

 砸磳：zabˋzen。身體健壯。 
98

 偎凴：vaˋben。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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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英笑微微仔，淺淺个酒窟會講話，「一擺俚去葫蘆肚遶山花，

該位有一大片柑仔園，該央時黃橙橙个柑仔打到還結，滿山滿屻；你取幾

支娘花，乜分𠊎幾支，兩儕走到像飛，白色个子在秋天時花剌必駁
99
个晚

霞下背蓬蓬飛，搞到盡暢快…旋風，有幾條大狗仔舂等出，還得人驚，

俚手項無棍仔，斯該幾支軟軟个娘花定定。俚避到一扇圍牆該搭仔，𠊎

企在若後背，你用石牯擲，有兩條『汪！汪！汪！』夾等尾瀉走咧，還有

三條盡惡个，牙狌狌仔
100

躍等過來，哇！你呵呵咄咄，娘花舞到像使劍，

該央時你在𠊎个心肝肚就像一個大丈夫，保護𠊎，雖然你乜正十三歲定

定。𠊎拈一支細棍仔分你…你煞力牯
101

抵擋，𠊎對後背看到遠遠有人逐等

過來，𠊎講：『來咧！來咧！人來咧！擋加一下』，毋過，赴毋掣咧，一

條大烏狗咬著你个腳㬹，摎你拉橫，頭那拂來拂去放勢挩
102

，你痛到噦喤

殺天
103

，背尾𠊎聽著一聲『！』…心臟險險會頓恬忒！」 

        雲英講个時節，江生偷偷仔摸左腳㬹。 

        雲英用當毋盼得个表情看等江生，佢問：「腳這下還會痛無？」 

        「小可著傷，無相干啦！」 

        「哼！𠊎正毋相信，三隻月毋會行，𠊎斯記到清清楚楚呦！」雲英

講。 

        講忒，兩儕你看𠊎，𠊎看你，壁項个時鐘「帝~舵~帝~舵~」，這曾

經孤孤單單个屋慢慢仔有熱情毋會孤栖，失落个青春歲月摎回憶，一點一

滴摎佢拈轉來。 

        「仰般？摎𠊎作伴好無？」雲英講。 

        江生企起來，摎面翻過去。 

                                                       
99

 花剌必駁：faˊlaˊbidˋbogˋ。花色駁雜。 
100

 牙狌狌仔：ngaˇsenˇsenˇeˋ。張嘴露牙，一副兇惡的樣子。 
101

 煞力牯：sadˋlid guˋ。盡全力。 
102

 挩：duiˋ。扯。 
103

 噦喤殺天：veˋfongˇsadˋtienˊ。哭聲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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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英行到厥面前，扼等江生个手，「你本本賣麵，」雲英講：「𠊎

會𢯭手洗菜，𢯭手兜麵，𢯭手算數，𠊎想愛做食店个頭家娘。」 

        「雲英…」 

        「仰般？無成你無愛𠊎？」 

        「愛！」江生講。 

        雲英摎江生揇等核核，「哇！」大聲噭出來。 

        江生輕輕仔拍雲英緊顫个背囊，目汁乜跈等流出來，「該央時聽到

佢破病，𠊎驚你分人欺負，就搬過來南埔戴，毋過，𠊎毋敢攪擾，乜毋敢

去尋你，」江生講：「逐日更深夜靜
104

，𠊎就在該緊愐，你會驚無？壓力

會大無？會佇毋著無？毋過，𠊎一直斯對你有信心。」 

        「𠊎知！𠊎知！」雲英這十過忍等个目汁，就像風馳雨樣閕
105

出來，

爽爽快快，浸濕江生个衫。 

 

        時鐘「咚、咚、咚…」響十二到，這對久別重逢相愛个人，心情正

定定仔恬靜下來。 

        雲英講：「江生，來，渡𠊎出去行行仔。」 

        江生講：「好啊！毋過𠊎無西裝。」 

        「愛著麼个西裝？恁樣就盡緣投咧！」雲英行前行後檢查，續等

講：「唉哦！該下無看真，鬍鬚馬加
106

，無人管酌
107

係無？煞！煞！去換

身衫褲，摎鬚刮淨來。」 

        江生躘等落去，雲英趕這機會煞煞打扮。臨出門，雲英吩咐：「帶

細妹仔出門，愛有風度，莫行恁遽，手愛牽好來。」 

     

                                                       
104

 更深夜靜：gangˊciimˊia qin。形容夜深沒有任何吵雜的聲音，處在一片寂靜中。 
105

 閕：hia。把水或液體散放出去。 
106

 鬍鬚馬加：fuˇxiˊmaˊgaˊ。不修邊幅。 
107

 管酌：gonˋzog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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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儕牽等手行過剃頭店、西藥行、中藥店、賣水果个、賣菜个、最

尾來到碧琴个雜貨店，街路个人全部目珠擘到大嫲粒，「啊！頭家娘摎江

生？」江生看著貴叔坐在店亭下哺菸。貴叔企起來喊佢兩儕，也摎對面个

人擛手，江生著驚一下，佢看著盧先生摎邱律師在車頭行棋仔，林醫生就

坐在脣頭看。 

        「一儕肚腹無主意，三儕肚腹唱齣戲
108

。」貴叔講。 

        「這係麼个意思？」江生問。 

        雲英笑笑仔挑事摎面翻過去。 

       「𠊎三生有幸，堵著兩個好頭家；雲英毋單淨係頭家娘，」貴叔用當

正式當慎重个聲音對江生講：「佢一直就係大頭家，係𠊎陳貴个頭家！」 

        江生問雲英：「𠊎做得哺菸無？」 

        雲英目珠䁯
109

佢一下，「你還曉得問？」雲英講：「隨在你！」 

        江生用左手揢等緊顫个正手，賴打點幾下到正摎菸點著。 

〈全文完〉 

 

                                                                          

                                                              

                                                       
108

 一儕肚腹無主意，三儕肚腹唱齣戲：idˋsaˇduˋbugˋmoˇzuˋi ，samˊsaˇduˋbugˋcong cudˋ 

hi。一個人想不出對策，三個人一起想就有辦法了。 
109

 䁯：himˇ。瞪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