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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軻夫即九歲。來以前佮老母○2 做伙

滯草地○3 一位叫做馬卡立紫老爺丌厝裡○4 。媽

媽○5 是做工課。因為媽媽往生，尤軻夫

更滯馬卡立紫先生丌厝，所以有人加伊介

紹，對三個月前來丌鞋店學師仔○6 。 

下昏暗() ○7 是聖誕夜。尤軻夫頭家○8 佮

師兄猶未對教堂返來以前，更較誠晏○9 亦

使先睏○10 ，愛等返來。尤軻夫家己一個人，

感覺愈來愈無伴，伊對壁櫥內偷偷仔提出頭

家丌墨水罐，用筆尖已經擗開○11 丌筆，歸丌

攏皺蔽蔽○12 丌紙頂開始寫批。因為想著寄付

個伊上親愛丌馬卡立紫老爺。 

「康斯坦丁、馬卡立紫老爺」按爾，尤軻夫

頭殼○13 開始寫批。「老爺汝一定無閒

過聖誕節。我祈禱上帝賜付汝老爺真穧○14 真穧

好載事。因為爸爸佮媽媽攏無啊，我乾礁○15

偆○16 老爺汝一個人通依靠。」 

尤軻夫寫到丌時陣，揭頭○17 起來看烏烏

暗暗丌窗仔門○18 。蠟燭小可暗暗丌火光玻璃

頂搖晃著朦朦丌影。尤軻夫一直看丌

火光丌時陣，伊看馬卡立紫老爺丌影清清楚

楚照玻璃頂。 

馬卡立紫老爺是六十五歲丌老人。是一位

矮矮仔，瘦瘦仔丌老歲仔○19 ，伓過是一位誠爽

快亦更健康丌老人。定定○20  笑微微看誠快樂

丌款。日時定定倒滯○21 灶骹○22 內佮廚子○23 講滾笑

○24 ，但是到日頭落山暗來丌時陣○25 ，都穿大領闊

闊丌羊皮外套，到外口去看家畜有載事無。老

爺丌後面，定定住○26  叫做卡司坦卡佮耶旅



丌兩隻狗仔。尤軻夫想著老爺即嗎做甚

麼。村內教會丌窗仔門一定是光爍爍丌。老爺

無的確企○27 門骹口○28 ， 穿羊毛氈製丌鞋仔

頓骹，佮某○29 倩丌○30 講滾笑。 

「怎樣，○31  看覓○32 」 

老爺加鼻煙丌盒仔交付某倩丌。某倩

丌接過來看覓了後，歡喜哈哈笑。「誠

臭。鼻仔愛好好仔擦付清氣○33 喔。──喔喔，

有影誠冷，強凍死去。」 

按爾，老爺也付狗仔鼻煙。卡司坦卡擋

住狺狺叫都走去啦。耶旅一直搖尾思奶○34 想

付老爺歡喜。 

暗時無雲丌天染成深藍色，歸丌村浮顯

丌內面。蓋白雪丌厝尾頂，噴煙丌煙

筒，蓋霜變銀色丌樹叢，親像看幻燈片共

款，看到一清二楚。天頂丌星閃爍恰若

佮汝目。聖誕夜丌星河也親像用雪磨丌款

特別光。 

尤軻夫吐一下大氣，又更開始繼續寫落

去。「昨昏，我付頭家對頭毛加我○35 咧，付伊

拖到後面去一睏○36 。因為我搖紅嬰床丌時

陣小可○37 。無若久以前，頭家娘叫我洗青

魚丌時陣，我對尾溜○38 先洗起，無張持付頭

家娘用青魚○39 我丌面。我伓知影為甚麼洗青

魚使對尾溜先洗起。」 

做工丌常常叫我去偷提刺瓜○40 來。前幾工

付頭家掠○41 ，也付伊扑一睏○42 ，付人扑會忍

受，付人扑了後一定猶更付人罰，無付我食

物件○43 。 

早頓○44 乾礁付我食麵蓬（）○45 ，中晝頓○46 是

食煮做一鼎丌，暗頓○47 猶更乾礁付我食麵蓬。

茶佮湯頭家佮頭家娘攏總了了○48 ，一點仔都

無付我。 



暗時睏滯店內。佮紅嬰仔睏做夥所以紅嬰

仔哭丌時陣，我亦睏。愛一直搖紅嬰仔

睏去即會使，若無按爾，更付人扑。」 

馬卡立紫老爺，我求汝，加我接倒轉去○49

村內，我真心求汝。」 

尤軻夫，嘴歪歪，用拉拉圾圾○50 丌手○51 拭

目睭○52 ，哭。 

「老爺，我會每工為汝切薰草○53 。我會為汝

祈求上帝。我是無依無靠丌，請汝救我。 

若是無做工使，付我代替厝內丌工友，

來擦光汝丌鞋仔。若伓是按爾我也會使到田園

做穡○54 。我幾仔遍想走倒轉去村裡。真誠丌，

有幾仔遍。伓過我無鞋仔通穿。外口誠冷，無

穿鞋仔赤腳是使丌。 

等我大漢○55 丌時陣，老爺丌載事，甚麼款

載事我攏願意做。若是老爺汝死丌時陣，我也

會去拜汝。我真誠懇求汝。請汝來加我取轉去

○56 。 

莫斯科是誠大丌城市。每一間厝攏比老爺

丌厝較○57 更大，猶更有誠穧馬，但是無羊仔。

也有狗，伓過像村內丌狗一直加人吠。 

前幾日仔，街頂○58 看賣釣魚篙○59 丌店。

釣篙頂攏有釣魚鉤佮釣魚線，魚鉤仔頂頭吊

住人做丌魚餌。釣鉤攏誠大，釣住丌魚仔也攏

誠大，有恰若像鯊魚恁大丌魚仔。 

    我也有看賣銃○60 丌店。佮老爺丌銃共款

恁大丌，比一百○61 猶更較貴丌銃。 

猶有，為老爺汝丌聖誕節丌裝飾，請

汝加金色丌胡桃留一寡落來。請汝加收滯我

丌藍色丌箱仔內面。若是小姐問丌時陣，都加

伊講，是付尤軻夫丌，按爾加伊講好。」 

尤軻夫更一擺吐大氣，揭頭看窗仔門看

覓。無想到，擺玻璃頂看伊佮老爺兩個

人做夥到樹林內去尋聖誕節丌裝飾時丌情景。 



日天氣誠好。老爺背斧頭，雪丌頂頭

行抨抨喘○62 。行一步雪也共款抨抨出聲一

遍。尤軻夫也學伊行一步都拼抨喘一遍。 

猶未剉○63 裝飾用丌樹仔前，老爺先吸一

嘴薰吹○64 ，然後慢慢仔一擺鼻煙，笑笑仔四

邊尋看剉底一欉○65 樹仔。付雪蓋住丌小樅

樹，一直企咧，恰若煩惱是伓是家己

付人剉倒。是丌時陣，有物件恰若箭恁

緊，雪丌頂頭跳過去。是一隻兔仔。 

「等咧！」老爺大聲喝一聲都逐○66 過去。 

「我講等咧愛等咧，汝棵○67 。喂！走去

啊。汝隻，短尾丌物食○68 。」 

加樅樹剉倒，提轉去厝了後，加伊裝飾起

來。 

「啊，個時陣誠好。」尤軻夫想。 

個時陣，媽媽猶更活咧，老爺做

工。沃茹加小姐常常付我糖仔。小姐無載事

做，共尤軻夫教讀寫，教算到一百丌數目，也

教伊跳舞。 

尤軻夫，更吐一個大氣，然後繼續寫伊丌

批。 

「老爺，請汝來加我接倒轉去。為基督

丌名譽，一定一定愛來。也請汝共娜麗、一目

丌○69 嘉麗戈利佮馬車夫問好。祝汝快樂。尤軻

夫寄。講正丌，老爺，一定喔。」寫完，尤軻夫加

紙摺做四拗○70 了後加批囥落去○71 前幾工買好丌

批囊○72 內。然後，想一下，即寫受批人丌名。 

「莊骹丌，君士坦丁、馬卡立紫老爺。」 

寫好了後，尤軻夫看起來誠歡喜丌款，帽

仔戴咧，無穿外套，穿淺拖○73 走出去○74 外口○75 。

按怎寄批，已經幾工前都請問過賣肉丌阿

叔所以已經知影。只要共批掞落去○76 批筒○77

好，阿叔按爾講過。按爾生，酒醉丌送批丌，

會載滯有縛鈴仔丌馬車頂，會共批送到天涯海

角世界上丌任何所在，阿叔有講過。 



尤軻夫，一直走，加批掞落去批筒裡。伓

過款批囊丌寫法，馬卡立紫老爺會收尤

軻夫丌批？ 

過了一點鐘久了後，頭家也已經返來啊，

尤軻夫也已經睏去啊。已經過了半暝○78 。

睏丌尤軻夫丌心，因為誠爽快所以光鑠鑠。尤

軻夫看有誠大丌火爐丌老爺丌灶骹○79 。老爺

坐火爐頂面，雙腳咧咧○80 加尤軻夫丌批

念付廚子聽。火爐邊，兩隻狗仔卡式坦卡

佮耶旅雙雙尾溜。 

 

【台語註釋】 

○1  批：信。 

○2  老母：母親。 

○3  草地：鄉下。 

○4  厝裡：家裡。 

○5  媽媽：媽媽（台華語）。 

○6  學師仔：做學徒。 

○7  下昏暗()：今天晚上。 

○8  頭家：老闆。 

○9  誠晏：很晚。 

○10  睏：睡覺。 

○11  擗開：開叉的。 

○12  皺蔽蔽：都是皺紋的。 

○13  頭殼：頭歪歪地。 

○14  真穧：很多。 

○15  乾礁：只是、只有。 

○16  偆：剩下來。 

○17  揭頭：抬頭。 

○18 窗仔門：窗戶。 

○19 老歲仔：老頭子。 

○20 定定：常常。 

○21 倒滯：臥在。 

○22 灶骹：廚房。 

○23 廚子：廚師。 



○24  講滾笑：開玩笑。 

○25  暗時：晚上。 

○26  住：跟在。 

○27  企：站在。 

○28  門骹口：門口。 

○29 某：女。 

○30  倩丌：用人。 

○31 ：聞。 

○32  看覓：看一看。 

○33  清氣：乾淨。 

○34  思奶：討好。 

○35 ：整把抓。 

○36  一睏：痛打一頓。 

○37  （/痀）：打盹兒。 

○38  尾溜：尾巴。 

○39  ：用尖端的東西刺一下。 

○40  刺瓜：胡瓜。 

○41  掠：抓到。 

○42  扑一睏：打一頓。 

○43  物件：東西。 

○44  早頓：早餐。 

○45  麵蓬（）：麵包。 

○46  中晝頓：午餐。 

○47  暗頓：晚餐。 

○48  了了：喝完。 

○49  倒轉去：回去。 

○50  拉圾：骯髒的。 

○51  手：袖子。 

○52  拭目睭：擦眼睛。 

○53  薰草：煙絲。 

○54  做穡：做工。 

○55  大漢：長大。 

○56  取轉（/返）去：帶回去。 

○57  ：漂亮。 

○58  街頂：街上。 



○59  釣魚篙：釣魚竿。 

○60  銃：槍。 

○61  一百：一百塊、一百元。 

○62  抨（/抨）抨喘：喘得很厲害。 

○63  剉：砍。 

○64  薰吹：煙斗。 

○65  底一欉：哪一棵。 

○66  逐：追。 

○67  汝棵：你這個傢伙。 

○68  物食：東西。 

○69 一目丌：獨眼的。 

○70  摺做四拗：褶成四折。 

○71  囥落去：放進去 / 放下去。 

○72  批囊：信封。 

○73  淺拖：拖鞋。 

○74  走出去：跑出去。 

○75  外口：外頭。 

○76  掞落去：丟進去。 

○77  批筒：郵筒。 

○78  半暝：半夜。 

○79  灶骹：廚房。 

○80  咧咧：擺動著。 

（Aug. 07, 2006； 台語文翻譯；Oct. 10, 2006；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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