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鼻 
芥川龍之介       原作 

吳昭新   台語文翻譯 

若是○1 講禪智內供○2 丌○3 鼻仔，池乃尾附近

丌人是無人伓知影○4 。長有五、六寸，對頂面○5 嘴

唇丌頂頭直直垂到下頦丌下面。個○6 形狀對鼻

根到鼻頭攏共款○7 粗，會使○8 講是恰若○9 一條細

長丌煙腸○10 ，吊面丌中央。 

年紀已經五十歲出頭丌內供，對古早做沙

彌○11 丌時陣○12 到現在已升任做內道場供奉○13 之

職，內心一直為著個○14 鼻仔所苦悶。當然表面

上，現在猶是○15 裝做攏○16 無煩惱○17 丌款○18 。○19 不只

是想到以應專心渴望來世淨土丌僧侶之身，猶

更○20 ○21 掛念著鼻仔是一件無妥當丌載事○22 ，

主要猶是無願意付○23別人知影○24 家己○25 歸日○26 

想鼻仔丌載事。所以內供○27 日常丌談話中，

比任何載事更較○28  驚○29 出現鼻仔句話。 

內供因為鼻仔為難有兩個理由。── 一個理

由是實際上鼻仔長是誠○30 無方便丌一件載事。頭

一個，食○31 丌時陣○32 一個人家己食。家

己一個人食丌時陣，鼻頭會去抵著○33 碗內丌，

所以食丌時陣，內供付一個弟子坐桌○34

丌對面，用寬一寸長二尺丌枋仔○35 ，將鼻仔撐起

來○36 。但是按爾○37 食，對弟子來講，亦對鼻仔付

人撐起來丌內供來講，攏伓是○38 一件輕鬆丌載

事。有一擺○39 ，代替個弟子丌小沙彌，因為拍

一下咳啾○40 ，手搖一下，共○41 鼻仔落落去○42 糜○43 丌

內面丌載事，當時傳到歸京城。── 但是件載

事對內供來講，絕對伓是伊為著鼻仔痛苦丌重

要丌原因，內供真正痛苦丌是，因鼻仔長所受害

著丌自尊心。  

池之尾街丌人攏講，禪智內供猶算好

運，伊伓是世俗人，○44 想有種鼻仔丌人，無

某仔○45 願意做伊丌○46 。當中亦有人批評

講，因為伊大概是有種○47 鼻仔，即會○48 出家做

和尚。但是內供家己卻是無款○49 想法，伊無認

為家己出家做和尚多少有減少了因為鼻仔所引



起丌痛苦。內供丌自尊心傷細嫩更敏感○50 ，所以

○51 為著像娶款丌結果論所影響。內供，有

積極的亦有消極的去試○52 恢復受著損害丌自

尊心。 

內供頭一個所想丌著是○53 ，按怎樣付個

長鼻仔看起來比實際丌較短。因此無人

邊仔丌時陣○54 ，面對著鏡，對各種角度照面看覓

○55 ，誠○56熱心去試各種丌辦法。有當時仔○57 ，乾焦○58

換一個仔面丌方向猶更○59 ○60放心，因此有當

時仔用雙手撐滯○61 兩爿丌嘴○62 ，有當時仔共手

掌頭仔○63 共囥滯○64 下頦，誠有耐心看對鏡內。但

是，從來伓別○65 有一擺會付家己滿足，付鼻仔

看起來變短。有時陣恰若○66 感覺著愈為著鼻仔辛

苦，鼻仔顛倒○67 看起來愈長。內供個時陣，

都共鏡收倒轉○68去箱仔內，一面嘆息一面心不甘

情不願倒轉去原來丌讀經桌仔去讀觀音經。 

另外內供伊○69 亦時常置意○70別人丌鼻仔。池

乃尾寺是經常舉行各種法事講經丌廟寺。寺內

起○71密密密○72 一間連一間丌僧舍，浴室內寺

內丌和尚每日烆燒水○73 ，因此進出○74 丌出家人

佮世俗人亦誠穧種○75 。內供共個○76 人丌面無嫌

麻煩一個一個詳細加看，希望個人內面一

個亦好，會尋○77 著有佮伊共款鼻仔丌人，好付

伊○78 感覺著安慰。所以內供丌眼內深藍色丌水

干○79 、白色丌帷子○80 攏引起伊丌注意。何況柑

仔色丌帽仔、椎鈍色○81 丌法衣，攏已經看慣勢○82

啊，會使○83 講是有看若無看。內供伊無看歸個

人○84 ，乾焦看鼻仔──但是雖然有鷹鉤鼻丌，但是

無半個有像內供丌鼻仔。一擺更一擺無尋著半

個佮伊共款丌鼻仔丌時陣，內供丌心情漸漸仔

會變無爽快。當內供佮人講話丌時陣，亦會無張

持去摸一下垂落來丌鼻頭，雖然年紀大亦猶更

會面紅，攏是因為個無爽快丌心情所致使。 

  

最後，內供亦期待過佛教經典或者其他

經典中會尋著佮家己丌鼻仔共款丌人物來，

按爾加減會安慰家己。但是底一種經文中，



攏無記載目連○85 或是舍利佛○86 丌鼻仔是長丌。當

然龍樹○87或者馬鳴○88 亦是有佮○89一般人共款丌鼻

仔丌菩薩。伊聽著中國古代丌故事，聽講劉玄德

有一對長耳仔時陣，伊想，若是○90 是鼻仔丌時

陣，敢伓是真好，亦會付家己感覺著恁○91

無伴。 

當然伓免○92 更特別提起丌都是○93 ，內供

一面做呰恁辛苦丌工課丌時陣，另一方面亦

積極的去試付鼻仔變短丌方法。內供會做

丌載事攏已經做過，亦別○94 試過煎○95 烏瓜來○96 ，

亦共老鼠丌尿抹鼻頭頂，但是，無論按怎○97

做，鼻仔依然如故，對頂唇垂落來有五、六寸

長。 

話講有一年丌秋天，順便為著內供丌載事

上京去丌弟子，對熟似○98 丌醫生○99學著加長

鼻仔變短丌方法。個醫者是對中國來丌男子，

當時是長樂寺做和尚。 

內供佮平常時共款，裝做無置意鼻仔丌載

事，故意伓講隨時去試個方法。但是另一

方面，用輕鬆丌聲調講每擺食丌時陣，攏愛○A1

麻煩弟子是非常心疼丌載事。當然伊內心實在

是瞈望○A2弟子會來加伊說服試個方法。當然

弟子伓是伓知影內供丌個心思，但是比對於

個策略丌反感，對內供不得不採取個策略

丌心情，更較○A3 付○A4弟子同情，弟子終如內供所

期待丌，盡其言詞勸伊去試個方法，結果內供

自身亦如其所瞈望聽從個熱心好意丌勸告。 

個○A5 方法只不過是用燒水煮鼻仔了後付

人用骹蹋○A6 個鼻仔丌上簡單○A7 丌方法。 

燒水每工○A8 寺內丌燒水房內烆付滾○A9 ，

按爾弟子加燙○A0 連掌頭仔都無法度伸入去○B1 丌

燒水，誠緊舀對○B2 摜桶內，對燒水房內搬來。但

是如果共鼻仔○B3 直接囥入去○B4 摜桶內丌時陣，驚

燒水氣會燙傷著面○B5 ，因此折敷（柴盤）○B6 頂鑽

一個孔，準做摜桶丌蓋，對個孔共鼻仔伸入去

燒水內。只有鼻仔囥入去燒水內一屑屑仔○B7 都

感覺著燙，過一晝久仔○B8 小弟子都講： 



「大概已經煮好啦。」 

內供勉強殿笑○B9 ，因為想到乾焦聽句話，

甚麼人攏伓知影是講鼻仔丌載事。鼻仔用

滾水○B0 煮了後，有小可○C1 親像○C2 是付加蚤（加走）○C3

咬時丌癢癢丌感覺。 

弟子等到內供對柴盤丌孔抽出鼻仔了後，

將猶更○C4烝煙○C5 丌鼻仔開始用雙骹用力加蹋

○C6 。內供倒坦橫○C7 ，將鼻仔伸滯○C8 床枋仔頂○C9 ，目睭

○C0 看弟子丌雙骹頂下○D1振動○D2 。弟子有當時

仔用同情丌表情對頂面○D3 看對內供丌禿顱頭○D4 按

爾講○D5 ： 

「痛啿？○D6 醫生講愛用力蹋，但是敢有影

痛啿？○D7 」 

。內供想搖頭，表示痛丌意思。但是因

為鼻仔付人踏住○D8 咧，頷仔○D9 自由振動，

因此目睭向頂面斜斜看弟子有跡丌骹○D0 ，用恰

若真受氣○E1 丌口氣回答講──「我講痛都是

痛」。 

老實講，因為鼻仔付人蹋丌所在拄仔好○E2 是

癢丌所在，不但痛不如講是誠爽快。 

按爾蹋有一晝久仔，有粟粒仔款丌物件○E3 走

出來○E4 鼻仔頂。誠親像毛攏付人挽了了○E5 丌小隻

鳥歸隻○E6 共烘燒丌款。弟子看著款情形時，骹

○E7 停止蹋並滯嘴內○E8 按爾共家己講： 

「是講愛用夾仔○E9 共個一個一個共挽○E0起

來」。 

內供恰若無講誠歡喜丌款，兩個嘴○F1凸凸

○F2，恬恬仔○F3付弟子隨意去。當然伓是不知影

弟子丌好意，雖然知影，但是家己丌鼻仔付人準

做物件○F4共款烏白○F5 丌時陣，猶是會感覺著

爽快。內供用親像一個付無信任丌醫師手術

丌病人丌表情，雖然伓甘願，猶是看弟子對鼻仔

丌毛孔用夾仔抽出脂粒丌動作。脂粒親像鳥仔

毛丌頭丌款式○F6 ，抽出來丌時大略仔有四分長。 

無若久○F7 個動作完成一遍了後，弟子以如

釋重負丌表情講： 

──更煮一擺○F8 都好。 



內供猶是目頭結結○F9 ，表情看起來恰若誠

服丌款，但隨在弟子家己去。 

如此，第二擺將煮過丌鼻仔提出來看覓○F0 ，

果然看起來比往常縮短少。按爾著佮平常人

丌鷹鉤鼻無甚麼無共款。內供摸一下變短丌鼻

仔，若親像誠無好意思丌款，偷偷仔看一下弟子

提付伊丌鏡。 

鼻仔──個垂到下頦下面丌鼻仔，萎縮

強○G1 相信，現在乾焦頂唇丌頂頭歹勢歹

勢保持伊丌存在爾爾○G2 。有一許○G3 所在有一蹟一

蹟丌紅色，可能都是蹋踏時丌痕跡。按爾已經應

該無人會更再笑我。──鏡內丌內供丌面，看鏡

外面丌內供丌面，恰若誠滿足目睭○G4 。 

但是，一工○G5 歸工○G6 ，伊猶更放心

煩惱鼻仔會更再長起來。內供不管是誦經丌時

抑是食丌時，只要有閒都伸手偷偷仔去摸一

下鼻頭。但是鼻仔猶是好好留頂唇頂○G7 ，並無

特別對○G8 垂落來丌款式○G9 。過了一暝○G0 ，第二

工早起睏醒○H1 丌時內供著隨摸一下家己丌鼻仔。

鼻仔依然是短丌。內供感覺著恰若幾仔年○H2 伓別

過丌像抄寫完法華經時丌誠爽快丌感受。 

但是過了兩、三日後，內供發現意外丌事

實。是拄仔好有載事來到池乃尾寺丌武士用

比從前更較奇怪丌表情，亦攏無講話，只是好好

仔看內供丌鼻仔。不只是按爾，至於曾經下落過

內供丌鼻到糜內丌小和尚，講堂外佮內供相

閃身○H3 時，起初看塗骹○H4 伓敢笑，但是到尾仔忍

住丌款，做一下笑出聲來。聽交代○H5 丌下法師

○H6 仔只面對面相對時好好仔○H7 聽，但是只

要內供越頭過去，隨時都咕咕偷笑，種丌載事

並伓是只有一、兩擺爾爾。 

內供起初解說做，是因為家己丌面變丌緣

故，但是總感覺著只有款解說恰若做充

分丌說明。──當然小和尚或是下法師笑丌原因

確實是按爾。但是總感覺著雖然是共款丌笑，佮

從前鼻仔長丌時陣丌笑有少許○H8 無共款。如果講

是佮看了慣勢○H9 丌長鼻仔來比，短鼻仔看起來更



較笑科○H0 ，無的確可以按爾講，但是猶是感覺著

猶有其他甚麼原因丌款。 

──以前並無笑○I1 恁○I2 無禮貌。 

內供有當時仔會停止拄好○I3 開始丌誦經，禿

顱頭○I4 按爾細細仔聲仔滯嘴內共家己講。可

愛丌內供個時陣一定茫然看掛旁邊丌普

賢丌畫像，想起四、五日前鼻仔猶更長丌時陣丌

情形（已落魄到上慘丌人，思念從前光榮時丌情

境）都變到誠鬱悴。──誠遺憾內供欠缺對個

問題做回答丌聰明。 

──人心有互相矛盾丌兩個感情。固然無人

同情別人丌不幸，但是，當人○I5 會想辦法

逃過個不幸丌時陣，顛倒○I6 都會感覺著有小可

○I7 滿足。小可講較膨大一屑仔○I8 ，甚至想

共個人更一擺共倒轉去○I9 個不幸。按爾生

不知不覺中，雖然是消極的，但是對個人產

生敵意。──內供雖然伓知影理由，感覺著有一

寡○I0 無爽快丌都是，伊一定是有穧少○J1 發覺著池

乃尾丌出家人佮世俗人丌態度中有款旁觀者

丌利己主義。 

按爾生○J2 內供丌心情一工一工變○J3 啦。無

管對甚人攏第二句話都開始罵。最後連加伊治

療鼻仔丌個弟子都會後壁○J4罵伊（內供會遭

受法慳貪之罪○J5 ）。尤其付內供更加受氣丌是

個作孽○J6 丌小和尚。有一日，聽著狗仔大聲

吠，內供準做無載事出來外口看覓，都看著中童

子○J7 揭○J8 一枝大約二尺長丌柴枋逐○J9 一隻長

毛丌瘦狗仔。不只是逐，猶更一邊大聲喝○J0

（鼻仔伓通○K1 付人扑○K2 著，嗨，鼻仔伓通付人扑

著）。內供對個中童子手內搶枝柴枋並大力

扑對個中童子丌面落去。枝柴枋著是以前

用做撐懸○K3 鼻仔枝柴枋仔。 

不管按怎，內供顛倒恨起鼻仔變短。有一日

暗時○K4 大概是日頭○K5 落了後，忽然間起大風丌

款，塔頂丌風鈴仔聲傳到伊睏丌枕頭邊，付

伊感覺著誠煩，並且愈來愈寒，老伙仔○K6 丌內供

想睏亦睏落眠○K7 。當伊眠床頂○K8 恬恬○K9



一直看頂面伓知影按怎樣丌時陣，突然間

感覺著鼻仔佮平常時無共款，有小可癢癢丌感

覺，內供都用手去摸一下鼻仔看覓，鼻仔親像水

腫有淡薄仔○K0 腫凸○L1 ，恰若只有甚至有小可會

燙人丌感覺。 

──「因為勉強共伊創○L2 付短去，無定著○L3 是

按爾生煞○L4 破病○L5 啦」，內供用親像佛前拈

香丌手勢，共鼻仔捏咧按爾講。     

第二日丌早起時○L6 ，內供佮平常時共款透早

○L7 都醒起來，因為一夜之間寺內丌銀杏佮橡樹丌

葉仔攏落了啊，庭裡恰若鋪了黃金丌款歸個變

做光鑠鑠○L8 。塔頂大概是落霜丌關係丌款，淺

淺仔○L9 丌朝暉下，九輪○L0 發出刺目丌光。禪智內

供，企○M1 開了蔀○M2 丌走廊頂，做一下深呼吸。 

著是個時陣，內供強○M3 記丌種感覺

更倒轉來○M4 。 

內供趕緊用手去摸鼻仔看覓。手摸著丌伓

是昨下昏○M5 丌短短仔鼻仔，是對頂唇頂頭直直垂

落到下頦，強有五、六寸長丌從前丌長鼻仔。

內供知影鼻仔一暝之間回復到原來丌長鼻

仔。個時陣內供感受著有一股佮鼻仔變短

丌時陣共款丌爽快丌心情伓知影對底位○M6 倒轉

來啦。 

──按爾都一定無人會更笑我啦。內供一面

晨曦丌秋風中搖枝長長丌鼻仔，家己丌

心內細細仔聲按爾念付家己聽。 

【日本大正五年 (1916)正月】 

 

【台語註釋】 

○1  若是: 如果是 。 

○2  內供: 內道場供奉的簡稱。古代日本朝廷、寺廟中服務的高僧。 

○3  丌: 的。 

○4  伓知影: 不知道。 

○5  頂面: 上面。  

○6  個: 那一個。 

○7  共款: 同樣、一樣。 

○8  會使: 可以。 



○9  恰若: 好像、似乎。 

○10  煙腸: 香腸。 

○11  沙彌: 沙彌、小和尚（入佛門受十誡，為成為正式的僧人在修行的 7 歲到 20

歲的男僧）。 

○12  時陣: 時候。 

○13  內道場供奉: 如註釋 2。 

○14  個: 這一個。 

○15  猶是: 還是。 

○16  攏: 都、全部。 

○17  無煩惱: 沒有煩惱。  

○18  丌款: 的樣子。 

○19  : 這、這個。 

○20  猶更: 還在。 

○21  : 正在。 

○22  載事（代誌/戴事/事情）: 事情。 

○23  付: 給。 

○24  知影: 知道。 

○25  家己: 自己。 

○26  歸日: 整天。 

○27  : 在。 

○28  更較: 更加。 

○29  驚: 怕。 

○30  誠: 很。 

○31  食（/飯）: 吃飯。 

○32  : 不能。 

○33  抵/拄著: 碰到。 

○34  桌: 飯桌。 

○35  枋仔: 木板。 

○36  撐起來: 抬起來。 

○37  按爾: 這樣。 

○38  伓是: 不是。 

○39  有一擺: 有一次。 

○40  拍一下咳啾: 打個噴嚏。 

○41  共: 把。 

○42  鼻仔落落去: 鼻子掉下去。 

○43  糜: 粥、稀飯。 

○44  : 他們。 



○45  某仔: 女孩子。 

○46  : 妻子。 

○47  種: 那一種。 

○48  即會: 才會。 

○49  款: 這樣。 

○50  細嫩更敏感: 纖細又敏感。 

○51  : 不會。 

○52  : 要。 

○53  著是: 就是。 

○54  時陣: 時候。 

○55  看覓: 看一看。 

○56  誠: 很。 

○57  有當時仔: 有時候。 

○58  乾焦: 只是。 

○59  猶更: 還要。 

○60  : 不可能、不能。 

○61  撐滯: 撐住。 

○62  嘴: 頰。 

○63  手掌頭仔: 手指頭。 

○64  囥滯: 放在。 

○65  伓別: 未曾。 

○66  恰若: 好像。 

○67  顛倒: 反而。 

○68  倒轉: 回去。 

○69  伊: 他。 

○70  置意: 介意。 

○71  : 到～程度。 

○72  密密密: 很密。 

○73  烆燒水: 燒熱水。 

○74  : 這裡。 

○75  誠穧款: 很多樣。 

○76  個: 這些。 

○77  尋（/）: 找。 

○78  伊: 他。 

○79  水干: 日本古代衣衫之一種。本為下級官吏、地方武士、庶民的平常服，後

來成為武士之禮服。也是一種狩獵時穿的衣服。本來為用棉布織成，

後來也用蠶絲織成。  



○80  帷子: 日本古代衣衫之一種。單面無裡子的衣衫，穿在外衣之下之單層薄衣。 

○81  椎鈍色: 以椎木的葉子染的顏色－薄墨色。 

○82  看慣勢: 看習慣。 

○83  會使: 可以。 

○84  歸個人: 整個人。 

○85  目連: 釋迦牟尼之弟子之一。 

○86  舍利佛: 釋迦牟尼之弟子之一。 

○87  龍樹: 菩薩之一。 

○88  馬鳴: 菩薩之一。 

○89  佮: 跟。 

○90  : 那。 

○91  恁: 那麼。 

○92  伓免: 不必。 

○93  都是: 就是。 

○94  別（識/曾）: 曾經。 

○95  煎: 用水煮藥或茶水等。用油炸食物也用同一字，但發音不同，念做煎或

煎，如煎魚等。 

○96  : 喝。 

○97  按怎: 怎麼。 

○98  熟似: 認識。 

○99  : 那裡。 

○A1  愛: 要。 

○A2  瞈望: 盼望。 

○A3  更較: 更。 

○A4  付: 給。 

○A5  個: 那個。 

○A6  用骹蹋: 用腳踏。 

○A7  上簡單: 最簡單。 

○A8  每工: 每天。 

○A9  烆付滾: 燒到開。 

○B1  伸入去: 伸進去。 

○B2  舀對: 舀到。 

○B3  鼻仔: 鼻子。 

○B4  囥入去: 放進去。 

○B5  面: 臉。 

○B6  折敷（柴盤）: 木材做的盤子。 

○B7  一屑屑仔: 一點點兒。 



○B8  一晝久仔: 一會兒、不久。 

○B9  勉強殿笑: 勉強裝笑。 

○B0  滾水: 開水。 

○C1  小可: 一些、少許。 

○C2  親像: 好像。 

○C3  加蚤（加走）: 跳蚤。 

○C4  : 正在。 

○C5  烝煙:冒蒸汽。 

○C6  蹋: 用腳踐踏。 

○C7  倒坦橫: 橫躺著。 

○C8  伸滯: 伸在。 

○C9  枋仔頂: 木板上。 

○C0  目睭: 眼睛。 

○D1  頂下: 上下。 

○D2  振動: 搖動。 

○D3  頂面: 上面。 

○D4  禿顱頭: 禿頭。 

○D5  按爾講: 這麼講。 

○D6  痛啿？: 不痛嗎？。 

○D7  敢痛啿？: 真的不痛嗎？。 

○D8  踏住: 踩住。 

○D9  頷: 脖子。 

○D0  有跡丌骹: 有皸裂的腳。 

○E1  受氣: 生氣。 

○E2  拄仔好: 剛剛好。 

○E3  物件: 東西。 

○E4  走出來: 跑出來。 

○E5  挽了了: 拔光光。 

○E6  歸隻: 整隻。 

○E7  骹: 腳。 

○E8  滯嘴內: 在嘴裡。 

○E9  夾仔: 鑷子。 

○E0  挽起來: 拔出來。 

○F1  嘴: 頰。 

○F2  凸凸: 鼓起來。 

○F3  恬恬仔: 靜靜地。 

○F4  物件: 東西。 



○F5  烏白: 胡亂弄。 

○F6  款式: 樣子。 

○F7  無若久: 一會兒、不久。 

○F8  一擺: 一次。 

○F9  目頭結結: 皺眉頭。 

○F0  提出來看覓: 拿出來看看。 

○G1  強: 快要。 

○G2  爾爾: 而已。 

○G3  一許（寡）: 一些。 

○G4  目睭: 眨眼睛。 

○G5  一工: 一天。 

○G6  歸工: 一整天。 

○G7  頂唇頂: 上唇上面。 

○G8  對: 從那兒。 

○G9  款式: 的樣子 

○G0  一暝: 一夜。 

○H1  睏醒: 睡醒。 

○H2  幾仔年: 好幾年。 

○H3  相閃身: 錯身而過。 

○H4  塗骹: 地上。 

○H5  交代: 囑咐。 

○H6  下法師: 講佛法的僧人、出家人。 

○H7  好好仔: 好好兒。 

○H8  少許: 一些。 

○H9  慣勢: 習慣。 

○H0  笑科: 滑稽。 

○I1  笑: 笑到～。 

○I2  恁: 那麼。 

○I3  拄好: 剛好。 

○I4  頭: 頭歪歪地。 

○I5  人: 那個人。 

○I6  顛倒: 反而。 

○I7  小可: 一點。 

○I8  一屑仔: 一點點。 

○I9  倒轉去: 推回去。 

○I0  一寡: 一些。 

○J1  穧少: 多少。 



○J2  按爾生: 這樣子。 

○J3  變: 變壞。 

○J4  後壁: 後面。 

○J5  法慳貪: 佛教十誡之一。吝嗇、貪婪。 

○J6  作孽: 惡作劇、頑皮。 

○J7  中童子: 佛寺中做雜役的尚未剃髮的少年。 

○J8  揭: 舉、拿。 

○J9  逐: 追趕。 

○J0  喝: 喊叫。 

○K1  伓通: 不可以，不能。 

○K2  扑: 打。 

○K3  撐懸（高）: 撐高、抬高。 

○K4  暗時: 晚上。 

○K5  日頭: 太陽。 

○K6  老伙仔: 老頭。 

○K7  睏落眠: 睡不著覺。 

○K8  眠床頂: 床上。 

○K9  恬恬: 靜靜地。 

○K0  有淡薄仔: 有一點點。 

○L1  腫凸: 腫脹。 

○L2  創: 弄。 

○L3  無定著: 不一定。 

○L4  煞: 才。 

○L5  破病（/發病）: 生病。 

○L6  早起時: 早上。 

○L7  透早: 一大早。 
○L8  光鑠鑠: 光亮亮地。 
○L9  淺淺仔: 淡淡的。 

○L0  九輪: 佛塔頂上有九個環輪裝飾的尖柱子。 

○M1  企: 站。 

○M2  蔀: 古代日本建築內部構造中可以開關的部份。如為遮擋光、風、視線用的窗、

門、門板等。 

○M3  強: 快要。 

○M4  倒轉來: 回來。 

○M5  昨下昏: 昨天晚上。 

○M6  對底位: 從哪裡。 

（2006. 06. 28 台語文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