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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問剉柴丌故事
檢非違使○

無伓著，是按爾生。個死體確實是我發
2 ，著
見丌。今仔日我照常到後山去剉樹仔○

山邊丌竹林仔內發見著倒丌個死體。倒
丌所在啿？是離山科丌大路大約有四、五百
3
公尺遠丌所在。是一個竹林仔內有幾欉仔○

細棵杉樹，人罕爾行到丌所在。
4 ，戴一頂京城流行
死體穿淺藍色丌水干○

丌小可舊舊丌烏紗帽，面向頂面倒著咧。雖然
5 一刀，但是刺傷丌部位是胸坎○
6 ，
講是乾焦○

猶更死體周圍丌竹葉看起來恰若攏浸過紫紅
色染料丌款恁紅。伓是，血已經無更
7 看起來亦已經乾啦，猶更，有一隻馬
流，孔嘴○
8 ，恰若連我行路丌聲也
蠅歇孔嘴丌頂面○

攏無聽著丌款。
是問我有看著大刀或是甚麼物件啿？無，
甚麼攏無。只有旁邊丌杉樹下骹有一條索仔
9 落。猶有，── 著，除了索仔以外猶有一
○

枝梳仔（捋仔）。死屍旁邊丌只有兩項物
件，但是，周圍丌草仔或是落落來丌竹葉仔有
10 ，所以我想個丈夫
一大片攏付人踏真○
11 以前，一定有誠激烈丌打鬥過。
人付人死○

甚麼？有看著馬無，啿？根本伓是馬會入
去丌所在。講起來，佮馬經過丌路丌中間，猶
更愛經過一大片丌竹林仔。

12 丌故事
檢非違使查問托缽僧○

13 確實有遇著
個死體丌丈夫人，我昨昏○

過。昨昏丌，──大概是中晝前後丌款。地點是
對關山去山科之間丌路頂。個丈夫人
14 向關山丌方向行過來。個某人○
15 戴一頂
○

笠仔四邊有薄紗仔垂落來遮住咧，所以我伓知
影伊丌面生做按怎，我所看著丌乾焦是看起來
親像是外面是紫紅色，內裡是藍色丌衫爾爾。
馬丌毛是紅茶色丌 ── 看起來應該是法師髮丌
馬。是講長度啿？長度大概有四寸長丌款。因
為我是一個沙門（出家人），所以關於款載
事無法度誠確定。丈夫人呢，── 著，有帶刀仔
，亦有帶弓箭，尤其是烏漆丌箭筒，有插
二十外枝丌戰箭，我即嗎亦記清清楚
楚。
個丈夫人，會變號款，我做夢也想
到，誠實丌，人丌性命有影是恰若露水亦恰
16 。實在是，伓知影按怎講即好，誠實
若閃爁○

是真可憐丌載事。
17 丌故事
檢非違使查問放免○

是問我逮捕丌丈夫啿？個確實是一個叫
18
做多襄丸丌惡名昭彰丌大賊股。伓過我掠○

著伊丌時陣，大概是對馬頂摔落來丌款，  粟
田口丌石橋仔頂，  哼。是問我時間啿？時
間是昨昏丌初更丌時陣。以前有過一擺我掠無
著伊丌時陣亦共款穿一領深藍色丌水干，亦有
佩帶一枝有凸紋丌刀鞘丌刀仔。只是除了個
物件以外，即嗎大家所看著丌，甚至猶更有帶
弓箭之類。是按爾喔？個死體丌丈夫所帶丌

亦是按爾，──若按爾講，人丌一定亦是個
多襄丸無伓著。包皮丌弓，黑漆丌箭筒，十七
枝鷹羽毛丌戰箭，──個攏是個丈夫人所
帶丌。是啊，馬亦是法師髮丌紅茶色毛丌馬。
19 摔  塗骹頂○
20 ，一定
若是講付個牲生○

亦是有甚麼因緣丌款。隻馬  過石橋無若
遠丌所在，拖一條長長丌馬索仔，食路邊
丌綠色丌菅芒草。
21 叫做多襄丸丌，  京城內活動丌
棵○

盜賊中，是一棵好色丌。舊年秋天  秋鳥部寺
丌賓頭盧丌後山，恰若是來參拜丌女官佮一個
女童做伙付人殺害，亦講是棵所為。若是講
棵殺死個丈夫人丌時陣，騎  隻紅茶
22 按怎創對底位去亦
色丌馬丌某人會付伊創○

伓知影。雖然誠僭越，請大人共件載事亦做
伙偵查。

檢非違使查問老婆仔丌故事
23 嫁丌丈夫人。但
個死體是我丌某囝○

是，伓是京城丌人，是若狹地方丌官府丌武
士。名叫做金澤武弘。年歲是二十六歲。伓是，
因為個性真溫柔，所以無可能付人怨恨。
某囝啿？我丌某囝丌名叫做真砂，年
紀是十九。若講伊丌個性是一個誠伓輸人，
24 ，但是除了武弘以外
輸丈夫人丌某仔○

猶無其他丌丈夫人。是一個雞卵面個某
25 丌
仔，面丌皮膚小可較烏一屑仔，亦  倒目○
26 有一粒烏痣。
目尾仔○

武弘昨昏佮我丌某囝做伙起身去若
狹，無想到會變做按爾生，伓知影是甚麼因果
27 按爾生？。伓過，某囝是對底位去呢？
曷會○

28 丌載事我已經死心啊，對某囝丌
雖然囝婿○

載事我猶是真煩惱。是我老人丌一世人丌拜
託，無論按怎困難，亦請汝尋我丌某囝看對
底位去。實在可惡丌是個叫做甚麼多襄丸丌
強盜，不但囝婿，連我丌某囝亦……續落去哭
真淒慘，講出話來）。

多襄丸丌自白
無伓 著，  死  個 丈夫 人丌 ，是 我，伓過
我卻是無殺死某丌。按爾伊對底位去呢？
按 爾 我 也 攏 伓 知 影 。 好 啊 ， 等 一 下。無管
按怎拷問我，伓知影丌載事著是伓知影，無辦
29 並且，我既然也已經落衰○
30 
法回答敢伓是？○

號款，亦無想更做卑鄙丌掩蓋。
31 無若久，遇著對翁仔
我昨昏過中晝○
32 。因為丌時陣拄仔好有一陣風共笠仔邊垂
○

落來丌薄紗仔吹振動，所以我偶然間看著某
33 看著丌
人丌面。是一目仔丌載事──叫是○
34 都是個緣故，付
陣，著無看見啊，無的確○

我共個某丌面看做是女菩薩。我個時
陣，決心即使愛死個丈夫人，我亦搶
個某丌。
甚麼？死丈夫丌喔，並無恁想
35 搶某，丈夫著一定會付人
恁困難。橫直○

死。只是我死丌時陣，是使用我腰邊所
帶丌大刀，但是恁攏伓是喔，無用刀仔，乾焦
用權力來殺死，用錢來殺死，甚至會用表面上
是為民除害其實是為私利丌言詞來殺死。無伓
著，流血，丈夫丌確確實實是活丌──但是
其實是殺死丌。考量所做丌罪孽丌程度，是恁

惡性較大或是我惡性較大，甚人惡性較大，無
人知影。（諷刺丌微微仔笑）
伓過，即使死丈夫丌也可以搶奪某
丌時陣，我亦會接受。伓是，個時陣我想
丌都是，決心儘可能殺死丈夫加個某丌
搶過來。但是，丌山科丌大路頂，是無可
能做出款載事，因此我想出一個計策共對
翁仔騙入去山內。
亦是誠簡單丌載事。我先做翁仔丌
旅伴，然後加講對面丌山內有一個古塚，
36 鏡、刀仔喇
我共古塚掘開來，看著內面有真穧○

款物件，我加個物件偷偷仔埋山邊丌竹
林內，若是有人想買丌時陣，攏會使仔
37 賣付，──。丌丈夫丌不知不覺中開始對
○

我丌話有興趣。然後呢，──怎樣？。所謂「欲」
個載事伓是誠驚人丌啿？伓免一點鐘久，對
翁仔佮我做伙，已經共馬頭向山路爿
行。
38 丌時陣共講，寶物
我到到竹林仔頭前○
39 。丈夫丌對欲丌想
是埋內面，過來看覓○

念傷過強，當然無第二句話。但是某丌都馬
亦無落來，講滯馬頂等。當然看著恁掩
密密丌竹林仔，我亦怪伊按爾講。對我來
講，老實講，已經陷入我丌陷阱，著共某
丌一個人留滯，我佮丈夫丌著行入去竹林
內。
竹林內起頭有一段路乾焦有竹仔爾爾，但
是行大概五百公尺遠丌所在，有小可較開闊丌
所在有一寡杉樹，──為著完成我丌計畫，無比
40 開竹仔講寶物
更較抵好丌所在。我一邊○
41 ，伓
攏埋杉樹丌下骹，我對伊講白賊話○

過聽起來恰若真丌。丈夫丌聽我按爾講，誠緊

著拚命對已經會看著細棵高高丌杉樹丌方
向走去。一屑仔久都到到竹林較疏丌所在，有
幾枝仔排做伙丌杉樹，──我到所在，著趁伊
無注意丌時陣，出手共對方壓倒落去。丈夫丌
固然是有配帶大刀丌，應該相當有氣力，但是
雄雄受著攻擊丌時陣，也是束手無策，誠緊都
付我捆縛滯杉樹丌根頭。是講索仔啿？算好運
42 牆
我是一個盜賊，伓知影甚麼時陣需要扒○

仔，所以索仔隨時攏帶身邊。當然為了防止
伊出聲，著用竹葉加伊丌嘴塞住，其他著誠簡
單啊。
當我加丈夫丌創好了後，擺我更倒轉去
到某等丌所在，共伊講伊丌丈夫人親像
著著急症丌款，愛伊趕緊去看。當然無必要
講，情形亦是共我所預料丌共款，某丌無
戴笠仔著付我手牽咧走入去竹林內面。但是到
看著伊丌丈夫人付人捆縛杉樹下，──
看著情形，伓知影甚麼時陣從身軀內提出來
丌款，我看著刀光閃一下，某人已經抽出短
刀丌刀身。有恁強悍丌個性丌某人，我到
43 一個都伓別看過。若是丌時陣小可無小
今○

心，一定一下著付伊一刀插入去我丌腹肚內。
44 過來，誠有
伓是，準做閃會開，恁雄烏白刜○

可能身軀伓知影會受著甚麼款丌傷也伓知影。
但是我既然也是人講多襄丸丌大賊股，無論如
45 付落去。即
何無抽出大刀最後亦是共短刀扑○

使是一個個性再強悍丌某人，手頂若無武器
丌時陣也無可奈何。最後如我所願無害死丈夫
丌，也會得著某丌。
46 丈夫丌性命，──是。而且我並
即使無挃○

無想殺死丈夫丌想法。當我共哭悽悽慘慘
47 滯想走出竹林丌時陣，某
丌某丌掞○

48 丌纏我丌手，聽著伊喊
丌突然間恰若起○

叫丌聲音，汝或是我丌翁婿，兩個人丌中間有
一個愛死，我丌意思是付兩個丈夫人看著我丌
見笑載，比死更較艱苦。伓是，不管其中丌底
一個，我佮活落來下個丈夫人做伙過日
子，──講頂氣接著下氣。我著個時陣
忽然間起殺死個丈夫丌想法。（陰鬱丌激
動）。
假使共款載事稟告丌時陣，一定會感覺
著我是一個比各位較殘忍丌人。但是是各位
無看過某人丌面，尤其是個一目丌親
像火燒丌目睭。當我丌視線佮個某丌視
線相對丌時陣，我想即使付雷公扑死我也娶
個某做。娶伊做，──我丌頭殼內歸丌
攏是，乾焦件載事爾爾。並伓是親像各位
想丌種卑鄙丌色慾，假使個時陣除了
色慾以外無任何其他丌慾望丌時，我一定踢倒
個某丌亦會逃亡。按爾生，個丈夫丌也
無必要我丌大刀頂抹血落來。但是小可
暗暗丌竹林內，一直看個某丌面個時
陣，我決心無殺死個丈夫丌，絕對離開
個所在。
但是，殺死個丈夫丌，我亦無願意用
卑鄙丌方法來做。我解開縛丈夫身軀頂丌索
仔，叫伊來佮我比刀法。（落杉樹下骹丌索
仔著是時記得拾起來丌）。個丈夫丌氣
掣掣抽出大刀，真緊，無開嘴著衝對我殺過
來。──個交手丌結果無必要我更講，我丌大
刀第二十三回合丌時陣貫穿了對方丌胸坎。
是第二十三回合喔，──請記好住。到現在我猶
是想，件載事是誠付我佩服丌。個天下

之闊會佮我交手到二十三回合丌也只有
個丈夫人一個人爾爾。（爽快丌微微笑）
我是個丈夫丌倒落去丌同時，提著歸
49 看原來個某丌
丌攏是血丌刀仔，越頭○
50 。但是呢，──汝想按怎樣，個某丌伓
爿○

是連一個影都無看著嗎？究竟走對底位去呢？
我杉樹仔內尋透透想尋個某丌。但是
竹葉頂也一點仔骹跡都無。猶更注意恬恬仔
聽，聽著丌只有對個丈夫丌嚨喉出來丌斷氣
前丌聲音爾爾。
個某丌阮兩個開始交手丌時陣，都
隨走過竹林去喝求人亦無的確。──當我想著
種可能丌時陣，隨時都想著，若是按爾生，
更來伓是共我家己丌性命有關嗎？因此趕緊著
搶大刀佮弓箭，立刻著倒轉去原來丌山路。
，個某丌馬猶食草仔。以後丌載
事，講出來也是加丌。只是進京前，只有大
刀已經無我丌手內。──我丌自白乾焦按爾。
老早都想著，橫直有一工會有梟首樗樹尾丌
日子，所以請汝共我判極刑。（昂然丌態度）

到清水寺來丌某人丌懺悔
個穿深藍色水干丌丈夫，加我強暴後，
看付人縛住丌翁婿共伊笑。我丌翁婿一定真怨
51 攏無路用，
恨卻是無可奈何，但是按怎樣躘○

條縛住全身丌索仔顛倒愈躘愈緊捆入去身
52
軀。我家己也無想到我會突然間像拋車輾斗○

走去翁婿丌邊仔，伓是，是想走去而已。但
是個丈夫人一下著加我踢倒，著是
個時陣我感覺著我丌翁婿丌目睭內有一條按
怎講攏無法度形容丌光。著是按怎攏無法度形

容丌，──我想起個目睭丌光，即嗎我也會身
53 掣○
54 起來。連一句話
軀擋住交冷戰○

著講出嘴丌翁婿，個目睭丌內面，傳達
了伊心中丌一切。但是閃爍丌，伓是憤怒
也伓是悲傷，──伓是只有蔑視我丌冷漠丌眼
光啿？我伓是付個丈夫踢倒丌，不如講是付
個冷漠丌眼光所扑倒丌，我亦伓知影喝叫甚
麼，著按爾失去了意識。
伓知影過若久，醒起來丌時陣，個穿深
藍色水干丌丈夫，早都伓知影走到底位去啦。
留落來丌只是杉樹下底，翁婿猶更付人縛住
咧。我誠無容易即竹葉頂扒起來，看著翁
婿丌面。但是翁婿丌目睭內丌光佮拄仔一點仔
都無改變。猶更冷漠丌蔑視丌深底，表露著
憎恨丌眼光。恥辱、悲傷、憤怒──當時丌心情，
我伓知影如何來表達形容。我企好勢伓過
硬企起來，行近去翁婿丌邊仔。
「 汝 啊 ， 已 經 按 爾 啊 ， 我無可能更佮汝做
55 死死去，但是──但是請汝也
伙。我想歸氣○

來死。汝看著我丌恥辱，我按爾留汝一個
人活。」
我用我所有丌力量，乾焦講出個話。但
是翁婿猶是乾焦用卑鄙丌眼光看我。我忍住強
破碎丌胸坎，想尋翁婿丌大刀。但是大概
是付丌盜賊搶走去，不只是大刀，連弓箭
56 猶有短刀落我丌
竹林內攏無看著。好佳哉○

腳邊。我揭起枝短刀，更向翁婿按爾講一
遍：「好，愛汝丌命喔，我也隨汝來。」
翁婿聽著話丌時陣著振動嘴唇。當然嘴
內塞滿著竹葉，一點仔攏聽著聲音。但是我
看著情形時隨著了解丌話丌意思。翁婿猶
更蔑視我，更對我講了一句「死啊。」我懵懵

懂懂對著翁婿淡藍色水干丌胸坎共短刀插入
去。
我時陣大概又更失去了意識丌款。
有一晝久仔，看一下周圍丌時陣，翁婿猶原付
人縛住，伓過已經老早都斷氣啊。一線
夕陽從竹仔佮杉樹交叉丌天空照丌蒼白
丌面丌頂頭。我忍住我丌哭丌聲，解開死體丌
索仔，然後，──然後我，我怎樣咧？只有我已
經無力更再稟告啦。無論如何，我更按怎樣亦
無求死丌力量啊。試過加短刀插入去嚨喉、跳
入山骹丌水池仔、做了各種各類丌辦法，既然
57 。
死去，即嗎猶更，總家己呵咾○

（寂寞丌微笑）像我款無膽量丌人，連大慈
58 。但是殺死翁
大悲丌菩薩無的確亦更插我○

婿丌我，付大盜賊強暴丌我，究竟應該按怎做
即好呢？透底我，──我──（突然激烈丌哭聲）。

借靈媒丌嘴講出來丌死靈丌故事
盜賊強暴阮了後，坐落來，開始用
各種丌言辭安慰阮。我當然無法度開嘴講
話。身軀亦付人縛杉樹丌根。但是，期
間我幾仔擺共阮目想共伊講，伓通相信
個丈夫講丌話，無管講甚麼攏是騙人丌──
我想共丌意思傳付阮知影。──但是阮
恬恬坐低棕落落來丌葉仔頂，一直恬恬
59 。丌情景看起來伓是專心
看伊丌骹頭窩○

聽入盜賊講丌話是甚麼？我為著嫉妒全身
攏掣，半句話都講出來。但是，盜賊一遍
更一遍，用花言巧語加講。即使只是一擺丌失
身，翁仔之間是好過丌。與其佮種翁
做伙不如做我丌伓是更較好嗎？我自己是愛

惜汝即會做出款害天理丌大載事，──盜賊
最後真大膽連款話亦提出來講。
56 陶 然 共 頭 舉 起
聽盜賊按爾生講，阮○

來，我從來伓別看過阮親像當時恁。但
是個恁丌阮，付人捆縛住丌我丌
面前，按怎樣回答個盜賊汝知影無？我即使
迷路冥府中，每擺想著阮丌回答丌時陣，
伓別無憤怒更怨恨丌。──阮確確實實按爾
講。──「按爾生請汝帶我到任何所在去」。（誠
久丌恬靜無聲）
阮丌罪惡不只是按爾爾爾。若是只是按
爾生，烏暗中，我亦親像即嗎呰恁痛
苦。但是阮卻是親像做夢，付盜賊牽
手，到竹林外丌時陣，突然間面色變青恂恂
指杉樹骹丌我講：「加個人死，我只要
個人活，我都佮汝做伙。」──阮親
像共丌共款，按爾喝幾仔遍。「加個人
死。」──句話，到現在也親像大風共款，硬
加我一直吹落去到烏烏暗暗丌深淵。一擺亦算
數，別有過呰恁可惡丌話，對人丌嘴出來過
無？敢別有一擺，有呰恁咒詛丌話，有到人丌
耳仔聽無？──一擺也算數，有呰恁，（突然恰
若迸出來丌笑）聽著款丌話時，連強盜亦啞
然失色囉。「加個人死。」──講款話
丌時陣，阮猶更共盜賊丌手挽住住。強盜
目睭一直看阮，無回答「殺」或「伓殺」。
──無張持，阮付人一腳踢倒竹葉仔頂，
（更再恰若迸出丌笑）盜賊靜靜仔共兩枝手
交叉滯胸坎，看我講：「個某汝按怎，
付伊死無？或是救伊，回答只要頓頭著好，
付伊死好無？」──即使只有句話，我也願意
原諒盜賊丌罪孽。（更是長久丌恬靜無聲）

阮都我猶豫不決時，伓知影大聲喝
一聲甚麼，著恰若飛丌真緊走入去竹林內。盜
賊亦一下著跳去逐伊，但是恰若連手都無
掠著丌款。我乾焦親像看幻影按爾看個
情景。
盜賊阮逃走了後，揭起大刀佮弓箭，
60 。「按爾生更來
共縛我丌索仔乾焦切斷一位○

是攸關我自己丌載事啦」──我會記得當盜賊
走出到竹林外無看見人影時，聽著按爾家己
講。然後四邊攏平靜落來。伓是，猶有伓知
影甚人哭丌聲音。我一邊解開索仔，一邊
61 聽。但是聲音注意聽丌時陣，發覺
恬恬仔○

原來伓是家己丌哭聲是甚麼？（第三次，長久
丌恬靜）。
62 軟 糊 糊 ○
63 ， 誠 無 容 易 即 對 杉樹
我歸 身軀 ○

丌下骹硬扒起來。我丌面前有一枝阮下
落丌短刀閃咧閃咧發光。我揭起枝短
刀，都插入去我丌胸坎。有一塊腥臊味丌物件
溢出來我丌嘴內，但是，我一屑仔亦攏感覺
著痛苦。只是胸坎漸漸仔冷去丌時陣，周圍變
更較靜寂寂。啊！較會呰恁丌寂靜。山邊
丌竹林丌天空，連一隻小隻鳥都飛來哮，日
頭只有樹仔佮竹仔丌尾蹓留寂寞丌影。
影──也漸漸變薄去。──已經杉樹或竹仔攏
看著啦。我只有倒滯，付周圍深深丌寂靜
蓋住咧。
64 行近
著是個時陣，有人踗骹踗手○

來我丌旁邊。我想看爿，但我丌周圍暮
色已深。是甚人？──個甚人用無看見丌手共
我胸前丌短刀抽出來。個時陣我丌嘴內更
一遍溢出血來。我自從個時陣開始永久沈入
冥府丌黑暗中。⋯⋯.

【日本大正十年(1921)十二月】

【台語註釋】
1 檢非違使：日本古代的官職。執掌警察和檢察的工作。
○

2 剉樹仔：砍樹。
○
3 幾欉仔：幾棵。
○
4 水干：日本古代衣服之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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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乾焦（乾礁／干焦）：只有。
○
6 胸坎: 胸膛。
○
7 孔嘴：傷口。
○
8 頂面：上面。
○
9 索仔：繩子。
○
10 真：很厲害、嚴重、很疲倦。
○
11 死：用刀殺死。
○
12 托缽僧：行腳僧。
○
13 昨昏: 昨天。
○
14 丈夫人：男人。
○
15 某人：女人。
○
16 閃爁: 閃電。
○
17 放免：日本古代檢察官聽的下級官吏。常由服刑期滿的犯人所擔任。做護送犯人、
○

偵查的工作。
18 掠：抓。
○
19 牲生：畜生。
○
20 塗骹頂：地上。
○
21 棵：這個傢伙。
○
22 創：弄。
○
23 某囝：女兒。
○
24 某仔：女孩子。
○
25 倒目：左眼。
○
26 目尾仔：眼角。
○

27 曷會：怎會。
○
28 囝婿：女婿。
○
29 敢伓是？：難道不是嗎？。
○
30 落衰：落魄。
○
31 中晝：中午。
○
32 翁仔：夫妻。
○
33 叫是：以為。
○
34 無的確：說不定。
○
35 橫直：反正。
○
36 真穧（/濟）：很多。
○
37 仔（/俗俗仔）：便宜。
○
38 頭前：前面。
○
39 看覓：看一看。
○
40 ：推。
○
41 白賊話：謊話。
○
42 扒：爬起來。
○
43 到今：到現在。
○
44 刜：砍。
○
45 扑：打。
○
46 挃：要。
○
47 掞：丟、擲。
○
48 起：瘋狂。
○
49 越頭：回頭。
○
50 爿：那一邊。
○
51 躘（/踜）：腳用力踹動。
○
52 拋車輾斗：翻筋斗、翻跟頭。
○
53 交冷戰：全身發抖、打哆嗦。
○
54 掣：發抖。
○
55 歸氣：乾脆。
○
56 好佳哉：幸運。
○
57 呵咾：稱讚。
○
58 插我：理我。
○

59 骹頭窩（//）：膝蓋。
○
60 一位：一處。
○
61 恬恬仔：默默地、靜靜地。
○
62 歸身軀：全身。
○
63 軟糊糊：軟綿綿。
○
64 踗骹踗手：躡手躡腳。
○

【2006. 07. 30 台語文翻譯；2006.10.12 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