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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 bōe kàu chiah 一目 nih，六冬 tō過去 a。 

我是 tih講罔報，mā tih 講我家己。 

自細漢，我 tī台北大漢，滿三十歲進前，除了做兵 kah 讀研究所，大部份時

間 lóng 是 tī 台北，包括結婚。 

-koh，tō tī 結婚了後無外久，我那像 hȱ 花蓮迷--去 a，一心想 beh 離開台

北個 hit所在。經過半冬 ê phah-pià，ngóa總算 chhē 著花蓮 ê 頭路，tō tī 厝內人 lóng

反對 ê 情形下，我放棄 tī台北有公務員身份 ê 頭路，放某放父母，一個人 tō chông

來花蓮--a，薪水 mā減足 chōe。 

Tú 來 ê 前幾工，我一直感覺我是 tih 眠夢。 

面頭前看著 ê 景緻已經全然無 kâng，我 tī 真短 ê 時間內做一個大決定，這

個決定改變我以後 ê人生。 

我 tī Taroko國家公園內一間五星級旅館 ê 資訊室做空課，旅館 ê 員工 tòa bōe

久，不時有人辭頭路、入來，我真緊 tō感覺看 bōe 著我 ê 未來，˜ 知影阮某是

˜是會 tàng順利 tiàm chia chhē 著頭路，mā ˜知影阮父母對 in 這個孤囝 ê 作法是

˜是會足傷心...... 

總是，我無退路，這 lóng是家己選擇--ê ，tō算我心內艱苦，mā bōe-sái kā 父

母投，an-ne kan-na 會 hȱ in 加煩惱 niâ。 

2. 
知是 siuⁿ gâu iah是 hān慢，結果我 tī真 phái chhē 頭路 ê 花蓮，三冬內連相

sòa 換五個頭路，阮某順利調來花蓮市 ê 國校，第一個後生 mā tiàm 花蓮出世。 

花蓮坐火車去台北 kan-na愛三點鐘，˜-koh 兩個所在 ê 距離拍算超過三十

冬，因為我 tī chia 感受著白色恐怖 ê氣氛，看著隔壁庄牆圍頂面 ê反共標語，koh

有 hōng摃倒 ê日本神社...... 

Chia ê 感受，我真想 beh gih 筆 kā寫落來，˜-koh，ùi khah早 tī厝內有父母

thang óa靠 kàu這 má 事事項項愛家己來，ùi khah早頭路穩定 kàu這 má 見若頭路

轉換 tō需要一段適應期，ùi khah早孤一人 kàu 這 má有某有家庭，種種 ê 原因，

hȱ 我將 chia ê 想法 lóng iah-koh一直 chhàng tī心肝底。 

來花蓮一冬了後，我 chiah 有 thang 使用 Email kah台語網 ê 朋友聯絡。我知

影我家己這段時間 ê 變化真大，尤其 tú-á 來 ê hit 份敏感性可能真緊會消退，所

以我 tō利用 Email，一方面 kā tk家報告我過去一冬所 tú--著 ê 代誌，一方面mā 想

beh 先做一下簡單 ê紀錄，以後 beh正式寫做文章 ê時 thang好參考。 

He大約 á是 98 年 2月 ê 代誌，想 bōe kàu，罔報 18期（98 年 3月出刊）tō先

將 chia ê iah未成做(chiâⁿ-chòe)正式版本 ê 物件刊出來 a。 

可能我 ê 描寫，hȱ 罔報編輯感覺這是真特別 ê 經驗。 



罔報 mā 將我 kah台語文中央 hit條強 beh斷去 ê 線 koh牽--起來 a。Tī刊出

來進前，我感覺我已經離開台語文 ê 環境 a，是˜ 是會 tàng koh轉來，我實在一

絲仔把握 to無。 

Mā因為罔報刊這篇文章，致使真 chōe 朋友對我 ê 印象停 tī 我來花蓮 ê 第

一冬，全然無發覺後來 ê 轉變。 

3. 
無的確是好運，後來我入去一間技術學院教書。Sòa--落來，我 pat tī學校開

台語課，pat tī花蓮師範學院指導台語文社 kàu in倒社，mā開始寫台語文方面 ê 學

術論文，想 beh 來提昇台語文 ê 能見度 kah地位。 

雖然我猶原將我來花蓮 ê 感受 khǹg tiàm 心肝底...... 

罔報開始發行，量其約 á tō是我 beh盤山過嶺來花蓮 ê 時。 

山有外 kôan？hiah-nī kôan，kôan kah走來前山--a，人顛倒講 chia是後山。有

人是走路來--e，iah未來進前，我 lih做我是為理想來--e，˜-koh kàu尾--a愈來愈

分 bōe清，到底是走路，iah是理想？ 

Hit陣，我知影來 chia 了後，無車敢那無腳，所以用粒積 ê 私 khia 去換一台

二手車，beh 駛車來花蓮 hit 工早起，阮爸爸拍算是 bōe放心，講 beh tè我來，

chiah-koh 坐火車轉台北，伊 an-ne hȱ 我 koh-khah bōe 放心，只好 kā騙講，有一

個 tòa 宜蘭 ê 朋友 beh 坐我 ê 便車，為著 hȱ 伊相信我講 ê 話，我 koh thiau 工

tī物件已經 tóe kah tīⁿ-tīⁿ ê 車內，將駕駛座邊--a hit 位清 hȱ 空空。Hit工透早，台

北落雨，我沿路駛，kàu南澳開始勻勻 á好天，落蘇花 kàu新城 ê 時，看路邊 ê kôan 

山，我那駛車那問我家己，我 kám 真正 an-ne tō實現我千思萬想 ê 夢？ 

Tú 來無外久，阮某 tī 電話中問我，是˜ 是我無愛--伊 a，若無哪會結婚無

一冬 tō beh 離開伊，害伊暗時睏 ê 時陣 lóng 會哭...... 

想 bōe kàu chiah 一目 nih，六冬 tō過去 a。 

4. 
Hit陣有人 kā 我講，罔報那像是 A仁 ê 個人刊物。這 má應該無人有這款感

覺--a。其實，tō準是 án-ne，設使會 tàng 延續台語文學 ê 性命，是 án-nóa bòai？

若有才調，去 kah A仁拚台 kám ˜ 是加足好？ 

我感覺家己離台語文學愈來愈遠，所以無啥敢將文章交 hȱ 罔報，雖然我 kàu

這 má，猶原將我來花蓮 ê 感覺 khǹg tiàm 心肝底...... 

六冬前 kah這 má 離外遠？至少六冬前我˜ 知影這 má ê 我會變做啥款。 

當初因為愛 peh山，選擇離開台北來花蓮，tī 台北，歇假 ê時不時走山頂，

來花蓮了後，山真 súi ，tk工 thang 看，˜-koh tō kan-na會 tàng 看。Óa山了後，

離山愈遠； 

離開台北，mā是離開台文界，̃ -koh我做真 chōe 台語文網站，mā認真做 chiâⁿ 

chōe台語文 ê空課。離開台文界了後，離台文界愈 óa ； 

我真 kah 意做花蓮人，而且 mā kāng講我是花蓮人，˜-koh，我 tùi花蓮有感

受，是因為我進前˜是花蓮人，我愈是花蓮人，離花蓮 ê 感覺愈遠...... 



5. 
咱 lóng 知影罔報了錢 tih 經營。 

這 chām-á，工作壓力大，tk工有做 bōe soah ê 空課，暗時 koh phái睏癖，愛

不時起來 kā 囡仔 kà 被。 

-koh德樺邀稿。 

我 kàu交稿 ê sōing尾一工，犧牲 kiu tī 棉被內底 ê 時間，坐 tī 電腦頭前，將

罔報 kah 我中央 hit 條 tih-beh 斷去 ê 線 koh牽起來。 

交稿 sōing尾一工 ê進前一工，我 chhōa某囝去一間麵店 á食麵，hiông-hiông

想著這件代誌 iah未做，紙筆 sa出來，tī麵店內 ê桌頂用白話字開始寫幾 chōa，

那 chhiâu那寫，寫幾 chōa 了後頭前 koh劃掉。我知影 an-ne bōe輸龜 tih sô，若 thang

寫好，拍算罔報已經七歲--a...... 

設使罔報有才調 koh tòng 六冬，若 an-ne，六冬後 ê 罔報 kah這 má ê 罔報離

外遠，六冬後 ê 我 kah這 má ê 我離外遠，六冬後 ê 罔報 kah 六冬後 ê 我又 koh

離外遠？ 

2002 年 11月 21 ê 透早，我 tī三樓，二樓 tih 睏 ê A宏不時傳來 khù-khù嗽 ê 聲，

提醒我˜ -thang tiàm 電腦頭前坐 siuⁿ久。天光了後，有四節課愛上， 

Iah-koh做 bōe 完 ê空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