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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 有一工○2 發生丌○3  載事○4 。釋迦牟

尼佛閒閒無載事，極樂世界丌蓮花池邊，

家己○5  一個人慢慢仔散步。池仔內開丌蓮

花攏○6  親像○7 玉仔恁○8  白，對花心金色丌花

蕊不時有一陣一陣丌無法度形容丌芳味飄散

到四周圍。極樂世界大概是早起時○9 丌款○10 。 

無偌久○11 ，釋迦牟尼佛恬恬仔○12 企蓮花

池丌邊，無意中，對蓋水面丌蓮葉中間看落

去池仔下骹○13 丌情形。因為個極樂世界丌蓮

花池丌下骹拄拄仔○14 好是地獄丌上下底○15 ，所

以透過親像水晶透明丌池仔水，恰若○16 透過西

洋鏡共款，會○17 清清楚楚看著三途之河佮針

山丌景色。 

個○18 時陣，拄好看地獄丌釋迦牟尼

佛，看著有一個叫做犍陀多丌丈夫人一堆

罪人中佮○19 人挨來挨去丌人影。個叫做犍陀

多丌丈夫人○20 雖然是一個做過殺人、放火誠穧

○21 歹載事丌大賊股○22 ，伓過○23 ，佛陀會記得伊做

過乾焦○24 一擺○25 丌好載事。是按爾○26 ，有一擺

個丈夫人行過暗嗦嗦○27 丌樹林內丌時陣○28 ，看

著一隻小隻蜘蛛路邊爬。犍陀多骹○29 舉起

來想○30 共伊踏死丌時陣，伊忽然間想倒轉○31

來，使○32 ，使，伊雖然誠小，一定亦是有性

命丌，無緣無故付伊無性命，無管按怎○33 ，是誠

可憐丌。後尾○34 無共○35 伊踏死，救伊一命。 

釋迦牟尼佛那看地獄丌情形，那想起個

犍陀多別救過蜘蛛丌載事。個時陣佛陀想，

若做會到，為著回報做過款善事，共個

丈夫人對地獄內救出來。拄拄仔好，看著邊



仔，翡翠色丌蓮花葉丌頂頭，有一隻極樂世

界丌蜘蛛牽真○36 丌銀色丌絲。釋迦牟尼

偷偷仔共蜘蛛丌絲提到手頂○37 ，對親像白玉丌

白蓮中間對下骹遙遠丌地獄，直直直○38  加放落

去。 

（二） 

爿是地獄上下面丌血池，犍陀多佮其他

丌罪人做伙浮咧沈咧，伓免講○39 ，看底一

爿○40  攏暗嗦嗦，有當時仔烏暗中叫是○41 有物

件○42 浮出來，原來○43 是恐怖丌針山丌針

發光，種○44 一屑屑仔○45 希望攏無丌感受真誠

伓別過○46 ，而且周圍恰若墓內靜寂寂○47 ，若

是有當時仔會聽著丌，亦只有罪人無氣脈丌吐

氣聲爾爾。是因為會落到丌人，攏已經受

過誠穧地獄丌刑罰刑○48  悿悿悿○49 ，連哭出

聲丌氣脈亦攏無啊。所以即使是大賊股丌犍陀

多，亦付血池中丌血嗾○50  出聲，親像一隻

強○51  死去丌田蛤仔○52 共款，乾焦會想拚命

緊走出來。 

但是，有一工丌載事。無意中，犍陀多舉

頭起來看血池頂頭丌天頂丌時陣，恬寂

寂丌烏暗中，對遙遠丌天頂，伓是有一條銀色

丌蜘蛛絲，親像驚人看見，發出一線細細仔條

丌光，向家己丌頭殼頂一直溜落來嗎？犍陀多

看著按爾丌時陣，無張持○53 歡喜扑手噗○54 。

條蜘蛛絲掠付住○55 更攀住咧，一直加扒起去○56 ，

更再○57 付人○58 趕到針山頂，亦更再付人沈

入到血池內去。 

既然想著按爾，趕緊用雙手共條蜘蛛絲

纏手內掠付住，開始拚命一直扒起去。本來

著是大賊股，所以款載事本來著是真熟丌。 



但是，地獄佮極樂世界之間相距何止幾萬

里，更較著急亦誠無容易扒到頂面去。扒一陣

了後，到尾仔犍陀多亦誠悿啊，已經無氣力通

○59 更再伸手扒對頂面起去。已經無辦法啦，想

歇睏○60 一下即更講，吊滯○61 半途，一面對頂頭

看遙遠丌下骹丌情形。 

按爾，因為拚命扒起來，所以亦有功效，

家己拄即○62 丌血池，不知不覺中，即嗎○63  已

經覕滯○64 遙遠丌烏暗中。而且個茫茫發光

丌恐怖丌針山亦已經下骹啦。若是按爾扒

起去丌時陣，對地獄走出來，並無想

恁困難丌載事。犍陀多兩手捲滯蜘蛛絲，用來

到了後有幾仔年伓別發出丌聲音笑：「

，○65 」。但是，無意中看著，蜘蛛絲丌下

爿，伓是有穧得算丌罪人，○66  家己扒

起來丌後壁○67 ，恰若蚼蟻○68 排歸畷○69 ，亦向頂面

一心扒起來嗎？犍陀多看著丌情形，亦

著驚亦恐怖，有一晝久○70 ，乾焦恰若戇呆丌嘴

開開，乾焦目睭直直轉。乾焦家己一個人亦強

斷去丌細條丌蜘蛛絲，按怎會擋會住

恁穧人丌重量。若是萬一對中方 ○71 斷去丌時

陣，上要緊丌是連我家己，誠無容易即扒到

，亦都愛落倒轉去原來丌地獄。若是按爾，

伓是誠大載事嗎？但是，丌中間，幾千幾

百個罪人，猶烏烏暗暗丌血池仔底○72

歸陣爬來爬去，微微仔發光丌蜘蛛絲頂

排做一畷，拚命扒起來。若是即嗎無想辦

法，蜘蛛絲一定會對中方斷做兩節落落去○73 。 

按爾，犍陀多大聲嚷：「喂，罪人啊，條

蜘蛛絲是我丌，恁透底得著甚麼人丌允許扒起

來丌，落去，落去」。 



著 是 ○74  個 時 陣 ， 一 直 攏 無 載 事 丌蜘蛛

絲，忽然間對犍陀多吊住丌所在，噗一聲，斷

去啦。所以犍陀多亦得丌啦。做一下，親像

干樂仔○75 直直轉，誠緊著栽落去烏烏暗暗丌深

淵。 

乾焦留一節短短丌○76  極樂世界丌蜘蛛絲，

閃爍著細微丌光，無月娘○77 ，亦無星丌半

空中。 

（三） 

釋迦牟尼佛企極樂世界丌蓮花池邊，恬

恬啊看一切丌頭尾○78 經過，但無偌久，

犍陀多親像石頭沈落去血池底了後，佛陀丌

面丌表情亦誠悲傷，更開始伊丌散步。因為想

乾焦家己一個人對地獄走出來丌無慈悲丌

心思，受著佮其心思共款丌報應，落倒轉去原

來丌地獄，釋迦牟尼佛丌慧眼看，大慨

想是一個亦可憐但亦是了然○79 丌載事。 

伓過，極樂世界蓮花池內丌蓮葉，對所發

生丌一切，攏無去管伊。個親像玉仔丌白

花，釋迦牟尼佛丌骹邊，花萼搖咧搖咧，對

花心丌金色花蕊，不時飄散出無法度形容丌芳

味到四周圍。極樂世界大概已經是到中晝

○80  丌款。（日本大正七年（1918）四月十六日） 

【台語註釋】 

○1 （/在 在 ）：在； 

○2 一工：一天； 

○3 丌：的； 

○4 載事（/代誌/戴事）－事情； 
○5 家己：自己； 

○6 攏：全部、都；  

○7 親像：好像、宛如； 

○8 恁：那麼； 



○9 早起時：早上； 

○10 款：樣子； 

○11 偌久：多久； 

○12 恬恬仔：無聲無響地、靜靜的；  

○13 下骹：（/下腳）：下面； 

○14 拄仔好：剛好； 

○15 上下底：最下面； 

○16 恰若：好像； 

○17 會：可以； 
○18 個（/此一個）：這個； 

○19 佮：跟、和； 

○20丈夫人：男人； 

○21 誠穧：很多；  

○22 大賊股：大盜賊； 

○23 伓過(/不過)：不過； 

○24 乾焦（/干焦/干乾/乾乾）：只、單單； 

○25 一擺：一次； 

○26 按爾：這樣； 

○27 暗嗦嗦：黑漆漆； 

○28 時陣：時候； 

○29 骹（/腳）：腳；做伙：一起； 

○30 （ /要）：要； 

○31 想倒轉：想回來、想過來； 

○32 使：不可； 

○33 按怎：如何； 

○34 後尾：後來； 

○35 共：把； 

○36 ：美麗、漂亮； 

○37 手頂：手上； 

○38 直直直：直直地； 

○39伓免講（/不免講）：不用說； 

○40底一爿：哪一邊；  



○41 叫是：以為； 

○42 物件：東西； 

○43 是：那是； 

○44 種（/彼一種）：那一種； 

○45 一屑屑仔：一點點； 

○46 伓別：曾經沒有過； 

○47 靜寂寂：靜悄悄； 

○48 ～：～到； 

○49 悿悿悿：很疲憊； 

○50 嗾：嗆；  

○51 強：快要； 

○52 田蛤仔：青蛙； 

○53 無張持：忽然、突然、不由得；  

○54 扑手噗：拍手；  

○55 掠付住：抓住； 

○56 扒起去：爬上去； 

○57 更再：再； 

○58 付人：被人； 

○59 通：可以； 

○60 歇睏：休息；  

○61 吊滯：吊在； 

○62 拄即：剛才；  

○63即嗎：現在； 

○64 覕滯：藏匿在； 

○65 ：不錯； 

○66 滯：跟在； 

○67 後壁：後面； 

○68 蚼蟻：螞蟻； 

○69 畷：縱列、排； 

○70 一晝久：一會兒； 

○71 中方： 中間、中央； 

○72 ：很多蟲在蠢動的模樣； 



○73 落落去：掉下去； 

○74 著是：就是； 

○75 干樂：陀螺； 

○76 一短短仔：短短的； 

○77 月娘：月亮； 

○78 頭尾：始末； 

○79 了然：無藥可救； 

○80 中晝：中午、晌午。  

              

 (May 19, 2006；台語文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