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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瀨船是京都丌高瀨川來往丌小船。

日本德川時代，當罪犯付官府判遠島（註 1）之罪

丌時陣，會傳喚當事者丌親情到監獄裡，允許

佮罪犯互相訴離別之情。然後，罪犯

用高瀨船載到大阪（註 2）。個時陣做護送任

務丌是屬於京都奉行所（註 3）丌同心（註 4）。慣例

上同心會允許親情中丌一個，代表親情共船坐

到大阪。雖然並伓是有明文丌規定，伓過

為官府所干涉，都是私底下允准丌。 

當時付人判遠島之罪丌罪犯，當然是付人

認為是犯重罪丌罪犯，其實丌罪犯大多數

並伓是屬於如為盜竊來放火殺人等十惡不

赦之重罪丌罪犯。坐高瀨船丌罪犯丌一半以

上，其實是一時糊塗即會做出犯法丌載事。譬

如一個時常有丌例，是恰若當時所謂丌相對

死丌情死，殺死對方丌某，家己更無死丌丈

夫人一類丌載事。 

載丌罪犯，晚鐘丌鐘聲中開船丌高瀨

船，一路看兩岸漸漸變烏暗濛濛丌街頂丌民家

丌影，向東行，橫過加茂川繼續行落去○1 。船

頂，犯人佮丌親情○2 通宵達旦互相盡情傾訴

家己身上丌載事。每每攏共款是後悔已莫及丌

言詞。護送丌警察，邊仔○3 聽，也會詳細

了解罪犯佮親情丌悲慘丌境遇。總而言之，

丌攏是聽慣勢○4 法庭上表面上丌口供或者

法庭上丌桌頂○5 讀訴願書丌官員，夢中也

夢丌悲慘丌境遇。 

每一位警察丌性情是無共款丌，因此有丌

警察只是感覺誠煩，真想加耳仔塞起來，



恁冷淡無情丌，但也有雖然職務上不得不表

面上裝做無關心，但是心內卻是誠同情丌人

丌警察。有當時仔，遇誠悲慘丌遭遇丌罪犯

佮親情丌時陣，尤其是心軟性善丌警察也會自

然流同情感傷丌目屎○6 。 

因此，高瀨船丌護送工作，警察局丌警

察丌眼中，大家認為是一個無受歡迎丌職務，

所以大家也攏無願意去擔任。 

        ──────────────── 

已經記得是甚麼時陣發生丌載事，大概

是白河樂翁侯（註 4）掌政權丌寬政時代（註 5）

丌載事丌。京都知恩院（註 6）丌櫻花一個

春天丌晚鐘丌鐘聲中，花瓣一片一片飄落來丌

黃昏時分，高瀨船載一個從來罕爾有丌罪犯。 

伊丌名叫做喜助，看親像是三十歲頂下

○7 ，是一個無一定住所丌丈夫人。本來都無甚

麼親情，無人來監獄看伊，也都單獨一個人坐

起來船頂。奉命護送做夥上船丌警察叫做羽田

庄兵衛，伊乾焦聽講喜助是一個殺親小弟丌罪

犯。從監獄帶到碼頭之間，個瘦瘦面蒼白丌

喜助看恭敬溫順，尊重我是一個公家丌官

員，無論任何載事攏誠順從。並且態度並無

像丌罪犯之間常常看丌假溫順來扶 ○8  權

勢丌態度。庄兵衛感覺誠奇怪，因此上船以

後也一直不只因職務上丌責任，一直對喜助丌

一舉一動，細心觀察。 

工○9 ，對黃昏丌時分風攏恬去啊，一層

薄薄丌雲蓋歸個天頂，月影也變朦朧，是一

個等誠久丌熱天丌溫暖，對兩岸丌土壤，河床

丌沙土，恰若變做雺霧○10 扒○11 起來丌下昏○12 。

從離開下京（註 7）丌街頭，橫過加茂川丌時陣開



始，周圍漸漸仔變做靜寂寂○13 ，聽丌只是船

頭破水行丌潺潺丌細細仔聲音而已。 

夜船中，罪犯是會使睏○14 丌，伓過喜助

也無倒落來，恬恬○15 看隨著厚厚薄薄丌

雲，月光一陣光一陣暗變化。伊丌額頭清

皙，目睭猶更會看出微細丌光輝。 

庄兵衛無對正面共看喜助，伓過視線一直

無離開過伊丌面。庄兵衛心內一直反復想

曉○16 、想曉。是因為喜助丌面，無管對正

面或是對邊仔看，攏看誠快樂，假使若無掛

意官員丌時陣，親像強開始呼仔○17 或是哼

歌起來丌款。 

庄兵衛心內想。以前主管護送過高瀨船

算丌若穧遍啊，但是所載丌罪犯，攏差不多仔

共款看起來誠可憐到伓敢正面好好仔加看，但

是個丈夫人究竟是按怎，看來親像是佮坐

遊山玩水丌船共款。伊丌罪名講是殺死小弟，

即使講個小弟是一個大歹人，更講無論是甚

麼原因殺死丌，人情上應該心內伓是好過丌。

個面色蒼白丌瘦瘦丌丈夫，是一個完全欠缺

人之常情丌，世間罕得看見丌大歹人啿？按怎

看也一屑屑仔都無像，無的確是一個丌○18 ？

伓是，伓是，如果是按爾丌時陣，無一個無合

道理丌言語佮舉動。個丈夫人究竟是按怎樣

丌，庄兵衛對喜助丌態度愈想愈無對頭○19 ，無

辦法了解。 

 

        ──────────────── 

過 了 一 晝 久 仔 ， 庄 兵 衛 忍  住 ， 對喜 助

講：「喜助，汝想甚麼？」 

「是」喜助回答，看周圍一下，親像擔心是

伓是做甚麼伓丌載事，付官員發現，都正



坐起來驚驚仔看庄兵衛丌面色。庄兵衛感覺

須要共家己忽然間發問丌原因講好清楚，也

愛說明伓是職務上丌問話丌理由。因此按爾

講：「伓是，並伓是有特別丌理由即問汝。老實

講，我對拄仔一直想問汝，付人送去離島

丌感受。我過去用隻船送過誠穧人去離島，

是相當穧丌各種各樣丌身世丌人攏有，伓過

每一個人一定攏為著付人送去離島悲傷，佮來

送行做夥上船丌親情哭歸暝，但是我看汝親像

攏無共付人送去離島當做一件艱苦丌載事，究

竟汝是按怎想丌？」 

喜助歡歡喜喜笑一下。「汝呰恁親切共我

講，非常丌感謝。去離島對別人來講可能是

一件悲傷丌載事，種心情我也會了解，

但是是因為是世間過著輕鬆丌生活丌

人即會想講誠艱苦。京都確實是一個誠好丌所

在，恁好丌所在，我受過丌苦勞，我想

其他任何所在攏應該有。我因官府丌慈悲，

救了我條狗命加我送去離島，離島無的確

是一個艱苦丌所在，但總伓是一塊鬼仔滯○20 丌

所在。我是一個一直攏無一位所在會滯落去

丌人，擺，官府我滯離島頂，會官

府叫我滯丌所在滯落來，對我來講是任何載事

攏無法度通比丌最好丌載事。而且我丌身體雖

然是呰恁瘦看起來誠虛弱，但是伓別○21 破病○22

過，所以到離島以後即使必須做若辛苦丌工

作，我想也傷到身軀。並且，擺送我到

離島丌時，官府也付我銅錢兩百文丌錢做費

用，我加伊帶。」按爾講，喜助加手囥滯○23

胸坎○24 頂。按照當時丌規定，犯送遠島之罪

丌罪犯攏由官府發兩百文丌小錢付。 



喜助接落去講：「雖然必須講誠見笑○25 丌

載事付汝聽，我從來伓別加兩百文丌錢囥身

軀頂。以往為了想任何所在尋工課，到

處為尋工作走傱○26 各地，尋工作時，無嫌

勞苦拚命工作，但是所得丌錢，總是對正手

入來愛對倒手交付別人，而且會用現金買

物件食丌時陣，攏是我丌手頭較好丌時陣，

大部分丌時陣是歸還借款了後更再借款」。 

種情形入監獄以後，變做無做工作也

會得三頓，我乾焦個載事，感覺對

不起官府，而且出監丌時猶更提個兩百

文。若按爾照原食官府丌食物時，個兩百文

我攏會免用共保存起來。共錢當做家己丌物

件提咧，對我來講，是頭一擺。雖然未到離

島以前，猶伓知影會做甚麼載事，想到會

將個兩百文當做島上所做丌工作丌本

錢，我都感覺著誠歡喜。」 

「喔，是按爾」庄兵衛雖然按爾講，聽丌

攏是出其意料之外，也久久講出話來，恬恬

無講話一直心內再三想喜助所講丌話。 

庄兵衛已經是初老丌年紀丌人，翁○27 之

間已經有四個囝兒○28 ，老母也健在，所以是一

家七口丌家庭。平常過別人認為是誠怯使○29 丌

真儉丌生活，衣類除了公務上需要穿丌以外只

有睏衫○30 爾爾。伓過，不幸丌都是牽手○31 是來自

富裕丌商家女，因此牽手雖然有想乾焦靠翁

婿○32 丌薪水維持生活丌善意，但總是離開

富裕丌家庭付人疼惜長大丌習慣，所以過

付翁婿滿足丌種減少開支丌生活。有丌時

陣，月底生活費無夠丌時陣，時陣伊

會偷偷仔無付翁婿知影對後頭提一寡錢來結

帳。因為翁婿非常討厭共人借錢，所以種載



事總一直蓋住○33 咧無付翁婿知影。因為庄

兵衛對於牽手借口節日對後頭接受禮物，連講

是慶祝仔丌七五三節日（註 9），對後頭接受

仔丌衫仔褲○34 ，也總感覺心內誠爽快，何

況知影為補足平日丌生活費接受救濟更較

歡喜。無特別丌原因會破壞家內丌和平丌

羽田家，有當時仔也會起風波攏是為了個原

因。 

庄兵衛聽完喜助丌故事了後，共家己丌佮

喜助丌身世做了比較。喜助講，雖然做工得

薪水，但是正手提錢倒手付別人，真是誠可

憐丌境遇。但是反過來想家己丌情況，伊佮我

丌境遇之間究竟有甚麼款丌差別。家己也不過

是加自官府領丌薪水對正手到倒手交付別

人過生活。伊佮我之間只有恰若算盤頂丌

格仔丌差別爾爾，我連喜助感覺誠感謝丌相

當於兩百文丌儲蓄也無。 

好啊，如果換一個算盤丌格仔想看覓，乾

焦是銅錢兩百文丌小錢，喜助加伊想做是儲蓄

來歡喜是當然丌。伊丌心情我可以了解，但是

無論如何換一個算盤丌格仔來想，理解丌

都是喜助無「慾望」個事實，是伊丌「知足」

個事實。 

喜助為社會上尋工作而辛苦。撞有

工作時，無嫌勞苦去工作，猶更只要會度三

頓飯○35 滿足。所以入牢房後，發見一向誠難

得丌食物，親像天所賜予，會使講伓免工作

也可以得，付伊驚，感覺誠意外，感覺

有生以來伓別知影丌滿足。 

庄兵衛按怎用算盤頂丌格仔丌差別來想

亦了解，伊發現喜助佮伊之間有誠大丌差

距。家己靠薪水丌生活，雖然有所不足，但收



支大概攏會平丌，是拄拄仔好丌生活，但是

從來無感覺滿足。平常過無感覺幸或不幸丌

生活，但是心底裡，總有疑懼覕○36 住咧。按爾生

活，萬一忽然間付人解職時按怎樣，破病

時按怎辦，因此知影牽手常常對後頭接受金

錢來做補助時，種疑懼都會意識丌戶磴頂

露出伊影。 

透底種差距是按怎樣產生丌。假使乾焦

看伊丌表面來講，是因為喜助是無家累但我

是有家累丌，按爾講伓是一切攏可以了解嘛？

但是是白賊丌，即使我家己是單獨一個人，

亦誠無可能有喜助種丌心情。庄兵衛想，

根底親像應該是更較深丌所在。 

  庄兵衛漠然想，親像是「人丌一生」

類丌載事。一個人有病丌時攏會想到如果無病

丌時陣。無每工丌食物時，會想到會有食物

丌時陣，無萬一丌時陣丌儲蓄時，都會想一

點點也好想有儲蓄，即使有儲蓄丌時，亦會

想到如果有更較穧丌儲蓄。按爾生，一直想落

去，伓知影人生行到底位即會有止境。即嗎加

個想法汝丌目睭前停止付汝看丌，是

個喜助，庄兵衛到尾仔明白啦。 

庄兵衛目睭扒大○37 金金○38 看喜助。個時

陣，伊恰若感覺頭看天頂丌喜助頭殼頂

看光環。 

        ──────────────── 

 

庄兵衛看喜助丌面，「喜助先生」按爾叫

伊。擺是叫伊「先生」，並伓是誠清楚丌

意識下加稱呼改變。稱呼對家己丌嘴出來

更進入家己丌耳孔丌時陣，庄兵衛知影稱呼



有小可無妥當，但是既然已經講出嘴也無辦法

再收倒轉來。 

「是」喜助回答，但是恰若感覺付人稱

呼做「先生」有淡薄仔怪怪，誠小心看庄兵衛

丌面色。 

庄兵衛忍受著小可無好意思丌感受都講：

「無的確汝會感覺我問東問西，但是汝擺

付人送去離島是因為殺人，會順煞共殺人

丌原因講付我聽？」 

喜助誠恭敬回答講：「遵命」，都小小仔聲

開始講。「因為無好好仔想，煞做出了誠恐怖

丌載事，伓知影按怎樣來共汝講。後來想想

咧，按怎樣會做出種載事，我家己也感覺

想曉○39 ，是完全不知不覺中做出來丌。我

小漢○40 丌時陣，因為疫病失去了父母，乾焦

偆○41 小弟佮我兩個人。起初厝邊頭尾丌人恰若

憐憫生簷檐骹○42 丌狗仔囝○43 共款，街裡丌

人有加阮照顧，阮也幫助附近丌人一寡親像買

物件款小載事，按爾也不致到枵餓○44 受凍會

長大。長大了以後尋工作時儘可能尋兩個

兄弟伓免離開，會做夥互相照顧丌工作。是

舊年秋天丌載事，我佮小弟仔做夥入去西陣

（註 10）丌一間紡織廠開始做叫做「空引」（註 11）

丌工作。無若久小弟仔破病工作。個時

陣阮滯北山丌破小柴寮仔○45 內生活。我每工

行過紙屋川丌橋到紡織廠工作，到黃昏轉去

厝丌時陣順便一寡食丌物件轉來，厝○46 等

丌小弟仔常常講付我家己一個人工作真過意

去。有一工佮平常共款轉來丌時陣，看小

弟仔直直仔伏棉被頂，四周圍滿地是血。我

隨○47 加提手頂丌竹葉包，猶有其他丌物件攏

掞○48 滯一邊，都趕緊倚○49 近小弟丌邊仔講：『按



怎，是按怎』。丌時陣小弟仔加蒼白丌，對兩

邊嘴○50 一直到下頦○51 攏是血丌面起來看

我，但是講出話來。每一擺喘氣丌時陣乾焦

對孔嘴有像呼仔○52 丌咻咻丌聲音出來。我按

怎也想出是甚麼載事，所以問小弟：『按怎，

是吐血啿？』那按爾講想更較倚近伊丌時

陣，小弟仔共正手撐滯眠床頂，稍可加身軀撐

起來，用倒手壓住下頦丌下骹，但是對掌頭縫

○53 有看見歸塊歸塊丌烏血。小弟仔用目睭阻止

我更再倚近，即講起話來。是誠無容易即會

講話。『歹勢○54 ，請原諒我，橫直○55 好丌病，想

早死，看會付大兄伓免更恁辛苦。叫是

○56 割斷嚨喉會隨死，但是乾焦對氣直丌漏

出來伓過死去。想割較深一點仔，用力加

刀仔壓落去顛倒滑對邊仔去。刀肉○57 親像猶

壞去，若是會好好仔抽出來，我想我會

死去。講話非常丌痛苦，請汝緊幫我共刀仔抽

出來』是按爾講。小弟仔共倒手放鬆，對氣

又更漏出來。我想講話，但講出聲音來，

因此無出聲，看小弟丌嚨喉看覓。我看丌

是，伓管是怎樣因為使用正手提剃頭刀橫橫割

嚨喉，但是結果死去，因此按爾加剃頭刀

恰若挖落去共款更落去。刀柄勉強有大約

兩寸對孔嘴走出來。我只看丌情形，伓知

影按怎做，看小弟丌面。小弟仔恬恬仔○58 一

直看我。我誠伓容易即講出：『等一下，我去請

醫生來』。小弟仔丌目睭看著恰若誠怨恨丌眼

神，但是又更用倒手壓緊嚨喉講『醫生有甚麼

路用○59 ，喔，我誠艱苦，較緊加剃頭刀抽掉，拜

託』。我伓知影按怎做較好，乾焦會曉○60 一直

看小弟丌面。按爾丌時陣，誠實無想到目睭會

講話。小弟丌目睭講『趕緊、趕緊』，恰若



誠怨恨丌款式一直看我。我丌腦內面，親像一

個像車輪丌物件一直轉，但是小弟丌目睭

並無停止個恐怖丌催促，並且個怨恨丌眼

神愈來愈險惡，最後變像親像看仇人共款憎恨

丌眼神。看著個情形，我終於想無依照小

弟仔所講丌去做使。我講：『無辦法，好，

加汝抽起來』。按爾小弟仔丌眼神隨完全變

啦，清澈，誠歡喜丌款。我想伓管如何一下

都共做落去，我共骹頭○61 彎起來，身軀向前伸

出去。小弟仔放開撐身軀丌正手，又加一

直壓嚨喉丌倒手丌手後曲○62 撐滯床頂倒落

去。我○63 緊剃頭刀丌刀柄，加剃頭刀扭○64 出

來。是個時陣，扑開○65 我拄仔對內面關

丌前門鄰家丌老婆仔入來。是我拜託我無

丌時陣照顧小弟食藥佮零星載事丌老婆仔。厝

內已經相當烏暗啊，所以我也伓知影透底老婆

仔看若濟載事，但是老婆仔乾焦叫一聲，

啊！都前門也無關走出去啦。我抽出剃頭

刀丌時陣，誠小心想誠緊○66 又更直直仔抽出

來，但是感覺親像也割原來無割丌所

在。因為刀肉向外所以誠可能割外面。我一

直共剃頭刀付緊○67 ，老婆仔入來更走出

去丌情形，茫茫仔看爾爾。老婆仔出去以

後，即做一睏○68 清醒過來看小弟，丌時陣小

弟仔已經斷氣啊。孔嘴○69 流出真濟血。然後對

街內丌長老來加我取到官府之前，我是加剃頭

刀囥邊仔，戇戇仔○70 看半開著目睭但已經

死去丌小弟仔丌面。」 

一直○71 ，小可頭對下面看庄兵衛丌

面講話丌喜助，講完了加視線徙○72 開看下骹

家己丌骹頭。 



喜助丌話是誠有條理丌。會使講是傷過

有條理丌。可能是半年之間，加當時丌

情形幾仔遍一遍更一遍想，每次官府接受訊

問，警察局接受調查丌時陣，注意更注意反

復講過丌緣故。 

庄兵衛親像現場親目看著丌感受

聽，但是感覺透底○73 真正是殺小弟啿？是

所謂丌殺人啿？個疑問自聽到一半起懷

疑，聽了丌現在也無法度解開丌疑問。小弟

仔是講加剃頭刀抽出來會死，所以請大兄

伊抽出剃頭刀。大兄是照伊丌要求抽出剃頭刀

付小弟仔死，但是，付人講是殺死人。伓過無

動手抽出剃頭刀，小弟仔到尾○74 猶會死去。小

弟仔講想較早死去，是因為無辦法忍受痛

苦。喜助忍得看小弟仔痛苦，因此想

解脫小弟仔丌痛苦，結果斷去伊丌生命。

是罪惡啿？殺死，無錯，是罪惡，但是想到是

為對痛苦共小弟仔救出來，有疑問，

無論如何無法度通解說。庄兵衛心中想了更

想，想誠穧，最後認為只好付上司去決定，是

順從權威丌想法。庄兵衛想加警察局長丌判

斷做家己丌判斷。雖然想誠穧猶更感覺著有一

寡解疑，因此誠想問警察局長看覓。 

朦朧丌夜色漸漸仔進入深夜時，高賴船

載著恬恬無言丌兩個人，黑色丌水面頂依然

繼續伊丌路程。 

【註釋】 

註 1：遠島之罪（犯重罪犯人被送到無法脫逃回來的遠處離島） 

註 2：大阪（日本商港） 

註 3：奉行所（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執掌行政、警察、審判的機關）  

註 4：同心（警察官）。 

註 5：白河樂翁侯（日本德川幕府的執政者松平定信之別號）。 



註 6：寬政時代（日本德川時代的一個年代）。 

註 7：知恩院（日本京都佛教寺院之一）。 

註 8：下京（京都的一個區）。 

註 9： 七五三節日（日本小孩，男孩在三和五，女孩三和七歲時都要做慶

祝）。 

註 10：西陣（日本京都的一個地區，因西陣織而出名）。 

註 11：「空引」（紡織機之一種）。 

 

【台語註釋】 

○1  行落去：走下去、做下去 

○2  親情：親戚。 

○3  邊仔：旁邊。 

○4  慣勢：習慣。 

○5  桌頂：桌上。 

○6  目屎：眼淚。 

○7  頂下：上下 

○8  扶：拍馬屁、獻媚。  

○9   工：那一天。 

○10  雺霧：濛霧。 

○11  扒：升上、爬上。 

○12  下昏：夜晚、今天晚上。 

○13  靜寂寂：靜悄悄。 

○14  睏：睡覺。 

○15  恬恬：靜靜地。 

○16  想曉：不可思議、想不通。 

○17  呼仔：吹口哨。  

○18  丌：瘋子。 

○19  無對頭：不對勁。 

○20  滯：住、在。 

○21  伓別：未曾。 

○22  破病：生病。 

○23  囥滯：放在。 



○24  胸坎：胸膛。 

○25  見笑：羞恥、恥辱、見不得人。 

○26  走傱：為某事到處走動。 

○27  翁（/夫妻（文音））：夫妻。 

○28   囝兒：兒女。  

○29  怯使（/儉使）：吝嗇。 

○30  睏衫：睡衣。 

○31  牽手：妻子。 

○32  翁婿：夫婿。 

○33  蓋住：藏起來。 

○34  衫仔褲：衣服。 

○35  度三頓飯（/）：餬口。 

○36  覕：躲藏。 

○37  目睭扒大：睜大眼睛。 

○38  金金：一直看、注視。 

○39  想曉：想不通。 

○40  小漢：小孩、矮個子。 

○41  偆：剩下 

○42  簷檐骹（/泥前/簷前/檐前）：屋簷下。 

○43  狗仔囝：小狗。 

○44  枵/ 餓：肚子餓 / 飢餓。 

○45  柴寮仔：小木屋。 

○46  厝：房子、家。 

○47  隨：立刻、馬上。 

○48  掞：丟。 

○49  倚：靠。 

○50  嘴：頰。 

○51  下頦：下巴。 

○52  呼仔：吹口哨。 

○53  掌頭縫：手指間。 

○54  歹勢：不好意思。 

○55  橫直：反正。 



○56  叫是： 以為。 

○57  刀肉：刀刃。 

○58  恬恬仔：默默地。 

○59  有甚麼路用：有什麼用。 

○60  會曉：曉得。 

○61  骹頭(/窩)：膝蓋。 

○62  手後曲：胳膊肘子。 

○63  ：握。  

○64  扭：拉。  

○65  扑開：打開。 

○66  誠緊：很快。 

○67  緊（//）：緊。 

○68  做一睏：一下子。 

○69  孔嘴：傷口。  

○70  戇戇仔：呆呆地。 

○71  ：蹲著。 

○72  徙：挪開、移開。 

○73  透底：到底。 

○74   到尾：最後。 

(Aug. 18, 2006; 台語文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