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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烏陰丌冬天丌黃昏。我坐對橫

須賀出發上東京丌火車丌貳等車廂內丌一

角，茫然○1 等火車丌開車聲。老早都已經

開電燈丌車內，除了我以外無半個人客，○2

是平常誠○3 罕得看見丌現象。看對外口○4 出去，

小可○5 暗暗丌月台今仔日連一個相送丌人影

亦無看見。亦是罕得有丌載事○6 。乾焦一隻

付○7 人關籠仔內丌小隻狗仔，有當時仔吠

○8 誠傷心。○9 丌情景佮我當時丌心情誠親像

○10 。無法度形容丌疲勞佮厭，恰若○11 ○12 落

雪丌烏陰天暗濛濛丌影蓋○13 我丌頭殼內。我

雙手一直插大衣丌橐袋仔○14 內攏○15 無振動○16 ，

一屑仔○17 亦無想共囥○18 內面丌晚報提出來

看覓○19。 

伓過○20 ，無偌久○21 開車丌火車聲一聲

著彈○22 啦。我感覺著心情恰若較輕鬆一屑仔，

按爾○23 共○24 頭殼靠滯○25 窗仔墘○26 ，恬恬仔○27 

等目睭○28 前丌車頭○29 開始慢慢仔走對後面

去。但是丌○30 進前○31 ，對鉸票口丌方向有聽

著雄雄狂狂○32 丌木屐聲，無偌久，佮聽著車掌

大聲罵丌聲同時，我坐丌車廂丌門忽然間大

聲開開，傱入內一個十三、四歲丌某仔○33 ，

丌時陣○34 火車重重搖一下，慢慢仔開始振

動。分割視界丌月台頂丌一枝一枝柱仔、恰若

付人記得丌運水車、猶有伓知影○35 共車

內底一○36 丌人客道謝小費丌赤帽 （－日語－戴紅

帽丌搬運伕)──一切吹向車窗仔丌煤煙中，

恰若誠伓情伓願，向後壁○37 倒過去。 



我丌心情有較輕鬆一屑仔，都一面點熏，

頭一擺展開目睭，共坐對面座位丌某

仔丌面加看一下。○38 是一個共乾燥燥丌頭毛

頭殼後縛做一丌蝴蝶結，歸丌○39 嘴頰攏是橫

畷○40 丌○41 痕亦紅會驚人，更較按怎看亦是

一個莊骹○42 某仔。而且一條有淡薄仔○43 垃

圾○44 丌黃綠色丌凸紗○45 頷巾仔○46 垂落來丌骹

頭○47 頂，有一個大包袱。雙○48 大包袱丌凍

傷丌手內恰若寶貝捏住住一張三等車廂紅色

丌車票。我無愛個某仔誠粗俗丌面像，

而且伊領○49 垃垃圾圾丌衫亦付我感覺著誠

無爽快，上落尾○50 對伊戇連二等佮三等亦

曉○51 區別，我亦誠忍住。所以點熏了後，亦可

能是有意想共丌某仔丌存在加忘

記，我都將橐袋仔內丌晚報提出來骹頭頂，

展開來看。著是丌時陣，對外面進入來照

報紙頂頭丌光線，忽然間變做電燈丌光線，有

一寡○52 印刷無明丌幾欄仔字，我丌目睭前變

做誠目○53 。當然伓免講知影，是因為火

車已經走入去橫須賀線特別穧丌頭一個磅孔

○54 。 

但是，即使共付電燈丌光線照出來丌晚

報丌全部版面看一遍，若是講是為著安

慰我丌鬱悴，社會上大家亦是傷○55 過關心真穧

○56 不過是誠平凡無意思丌載事：講和問題、新

娘新郎、瀆職事件、訃告──火車入去磅孔丌

一剎那，我雖然有火車往顛倒爿○57 丌方向

走丌感覺，我猶原將無趣味丌消息一項一項

親像機器按爾共伊看落去。伓過丌中間，我

亦是不得不，不時○58 意識著某仔猶原是

個恰若將卑俗丌現實變成一個人丌面像，坐

我丌面前。 



個磅孔內丌火車，佮個草地某

仔，猶有個攏總是平凡丌報導丌晚報──

伓是象徵，按爾，是甚麼？理解丌、下等

丌、無聊丌人生丌象徵，若伓是猶更是甚麼？ 

我感覺著一切攏誠無聊，共拄○59 開始看丌

晚報擲○60 滯一邊，將頭靠窗仔邊，恰若死去

將目睭瞌起來，開始小可茫茫夢夢強○61 睏○62

去。 

過幾分鐘了後，忽然間感覺著恰若付甚

麼物件共我威脅著，緊四周圍看覓咧，伓知影

甚麼時陣，個某仔已經對對面丌座位

徙○63 來我丌隔壁位，一直想共窗仔開起來。

個歸丌攏是痕丌嘴頰愈來愈紅，有時啊

吸鼻丌聲佮細細聲丌氣喘過來丌聲合做一

夥付我聽著真艱苦。 

我確信個載事加減○64 會○65 得著我丌同

情。黃昏時陣乾焦有乾草光光丌兩爿丌山坪

迫近到窗仔邊丌景色，付人隨會知影火車

到磅孔丌入口。雖然是按爾，個某

仔猶更直直共關住丌窗仔門開起來－我無

法度去了解丌理由。無，對我來講乾焦會

想丌都是，不過是某仔一時丌心適○66 而

已。所以我心內依然對伊有誠惡劣丌感情，用

恰若希望種載事永遠成功丌冷酷丌眼神

看雙凍傷丌雙手一直想撲開○67 窗仔

門丌款式○68 。無偌久，真大聲火車衝入去磅孔

丌共時陣，某仔一直想撲開丌窗仔門，

磅！一聲家己落落來。然後，對個四角形丌

孔嘴，恰若加煤煙溶化丌烏墨色丌空氣，忽然

變做會付人強窒氣○69 丌煙，開始瀰漫到歸丌

車廂內。本來都有嚨喉○70 無拄仔好○71 丌我，亦

赴○72 用手巾加面掩起來，因為滿面攏付烏煙歕



○73 著，強嗽無法度喘氣。但是，某仔恰

若攏無偛我○74 丌款○75 ，對窗仔將頷○76 伸出

去，付烏暗中丌風共伊丌蝴蝶結丌鬢髮吹

飛，亦兩蕊目睭蕊蕊○77 一直看火車

進行丌方向。煤煙佮電燈丌光線骹看

丌模樣丌時陣，窗仔外真緊都光起來。若是

無鼻著對飄入內丌塗○78 丌氣味、乾草丌氣

味、佮水丌氣味時，真無容易即更嗽丌我，

一定大聲罵個無熟似丌某仔，叫伊趕

緊加窗仔關倒轉去○79 原來丌款。 

但是時陣，火車已經平安通過磅孔，

通過夾攏是乾草丌山佮山丌中間丌一

個散赤○80 農村村外丌鐵枝路口○81 。鐵枝路口

丌邊仔，看起來一堆攏是簡簡單單丌稻草厝

頂○82 佮瓦仔厝頂合合做一夥。大概是鐵枝路口

丌顧欄柵丌人搖丌，只有一支白色丌旗

仔懶懶絲絲搖黃昏丌暗天。想呰恁○83

久即通過磅孔──著是丌時陣，鐵枝路口

丌欄柵丌爿，我看著有三個嘴頰紅丌

丈夫仔○84 肩胛頭佮肩胛頭○85 做一堆企做

夥。攏親像付丌天色加壓扁扁，攏矮矮

仔誠細漢。○86 攏穿佮散赤村丌風物共款色

丌衫。揭頭○87 看火車過丌時陣，做

夥共手揭起來，同時共細誠可憐丌頷仔

伸付長長長，對拚出聽無意思丌聲來。都

是丌時陣對窗仔門伸出半身丌某仔，

加支凍傷丌手伸出去窗仔外，大大丌向兩

爿搖動， 

忽然間有大概五、六粒會動人心丌恰若

溫暖日頭色丌柑仔對頂頭落對送火車丌

丈夫仔丌頭殼頂來。我忽然間，人儑○88 去

啦，亦一目仔○89 丌中間，我完全了解



全部一切。某仔，我想是去付人倩○90

丌草地○91 某仔，伊將伊藏身軀內丌幾

粒柑仔掞付來鐵枝路口相送丌小弟仔做禮

物。 

黃昏丌村外鐵枝路口佮親像細隻鳥仔

哮丌三個仔丌聲，更加上落對頭殼頂

來丌柑仔丌誠目丌色彩，──一切火車

丌外口一目仔都過去喇。但是，丌光景，

我丌心內中永遠印一個顯明丌記號。然後，

對丌時陣，我感覺著有一種伓知影是甚麼

丌爽快丌心情湓○92 出來。我揭頭恰若看另

外一個人，看個某仔。某仔伓知影

甚麼時陣，已經轉去○93 我對面丌座位，猶原共

歸丌攏痕丌嘴頰，用領黃綠色丌圍巾仔掩

起來，大包袱丌手內，猶原捏住住張三

等車票。…….我時陣即少可會共無法度形

容丌疲勞佮厭○94 ，同時亦共個理解

丌、下等丌、無聊丌人生放記得。     

      

(2006. 06. 24 台語文翻譯) 

【台語註釋】 

○1  ：正在。 

○2  ：這個。 

○3  誠：很、非常。 

○4  外口：外面、外頭。 

○5  小可：一點、一些。 

○6  載事（代誌、戴事）：事情。 

○7  付：給。 

○8  ：到。 

○9  ：這些、這裡。 

○10  親像：好像、好似。 

○11  恰若：好像、好似。 



○12  ：快要、將要。 

○13  蓋：蓋在、籠罩在。 

○14  橐袋仔：口袋。 

○15  攏：都、全部。 

○16  振動：動、搖動。 

○17  一屑仔：一點點兒。 

○18  囥：放、放下。 

○19  看覓：看一看。    

○20  伓過：不過、可是、但是。    

○21  無偌久：一會兒、沒有多久、不久。   

○22  彈：響。   

○23  按爾：這樣、如此。  

○24  共：把。   

○25  靠滯：靠在。    

○26  窗仔墘：窗邊。     

○27  恬恬仔：靜靜地。   

○28  目睭：眼睛。    

○29  車頭：車站。    

○30  丌：這一、此一。     

○31  進前：以前、從前、之前。     

○32  雄雄狂狂：匆匆忙忙。     

○33  某仔：小女孩子。 

○34  時陣：時候。   

○35  伓知影：不知道。    

○36  底一：哪一。 

○37  後壁：後面、後頭。  

○38  ：那個。 

○39  歸丌：全部、整個。 

○40  橫畷：橫列。 

○41  ：龜裂、皸裂。 

○42  莊骹：鄉下。 

○43  淡薄仔：有一點、稍微。 



○44  垃圾：骯髒。 

○45  凸紗：毛線。 

○46  頷巾仔：領巾。 

○47  骹頭：膝蓋。 

○48  ：抱。 

○49  領：件（衣服）。 

○50  上落尾：最後。 

○51  曉：不會。 

○52  一寡：一些。 

○53  目：耀眼、顯目。 

○54  磅孔：隧道。 

○55  傷： 過分、太。 

○56  真穧：很多。 

○57  顛倒爿：反方向、倒過來。 

○58  不時：常常、時常。 

○59  拄：剛。 

○60  擲：丟、扔。 

○61  強：快要、將要。 

○62  睏：睡。 

○63  徙：移動。 

○64  加減：多多少少。 

○65  會：可以、能夠。 

○66  心適：有趣、有興趣。 

○67  撲開：打開。 

○68  款式： 樣子。 

○69  窒氣：窒息。 

○70  嚨喉：喉嚨。 

○71  無拄仔好：不舒服、欠安。 

○72  赴：來不及、趕不上。 

○73  歕：噴。 

○74  無偛我：不理我。 

○75  款：樣子、模樣。 



○76  頷：脖子。 

○77  兩蕊目睭蕊蕊：睜大兩隻眼睛看。 

○78  塗：土。 

○79  關倒轉去：關回去。 

○80  散赤：貧窮。 

○81  鐵枝路口：平交道。 

○82  厝頂：屋頂。 

○83  呰恁久：這麼久。 

○84  丈夫仔：小男孩子。 

○85  ： 擠。 

○86  ：他們。 

○87  揭頭：抬頭。 

○88  儑去：愣住了。 

○89  一目仔：一眨眼之間，一瞬間。 

○90  倩：雇傭。 

○91  草地：鄉下。 

○92  湓出：湧出。 

○93  轉去：回去。 

○94  厭：厭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