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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東京明治大學) 

(2011) (2018)

(2018) 



由行義路看大屯山 

由行義路看台北市北區 

小油坑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吳昭新 (瞈望) 

古水池 田蛤仔跳落 起水聲 

  五月水  大溝頭前 兩間厝 

鳥仔囝 走開走開 馬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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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002) 

                            吳昭新 (瞈望) 

 旅途病 夢中走蹤 焦草埔 

月天頂 步步行過 散赤街 

   瘦田蛤  使輸去 一茶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003) 

                        吳昭新 (瞈望) 

  

   熱天草 戰士群鬥 做夢跡 

   油菜花 月 東爿 日頭西 

    

    扭菜頭 加伊報路 用菜頭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選譯 (004) 

                            吳昭新 (瞈望) 

  

      五月雨  集聚奔騰  最上川  

   春之海  整日悠悠  閒蕩著

    

    這都是  終生住家  雪五尺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5) 

                                吳昭新 (瞈望) 

     

       海湧懸 橫跨佐渡 大銀河 

      刣頭罪 變作尪  換衫時 

 

      

      佮我來 做伙 迌 孤鳥仔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6) 

                              吳昭新 (瞈望) 

     閑靜寂 滲入岩石 蟬之聲 

 

    對西吹 捒 東爿 攏焦葉 

 

  

     梅花香 不管誰來 缺茶杯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7) 

                             吳昭新 (瞈望) 

 

      秋已深 隔壁丌人 甚麼人 

          我憂愁 聽扑砧聲 更恬去 

 

      

      不好扑 胡蠅合掌 磨跤拜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8) 

                               吳昭新 (瞈望) 

  
   海女間 小蝦中參 有灶馬 

春將逝 恨撰著者 歌著者 

 

加月娘 提來付我 仔哭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09) 

                             吳昭新 (瞈望) 

   破病雁 寒夜落落 旅途睏 

  
鳥羽殿 五六騎趕 狂風下

大字型 倒咧涼爽 唯寂寞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0) 

                             吳昭新 (瞈望) 

 共房間  妓女也睏  萩佮月  

   等待人 遠遠腳聲 喏葉落 
 

      
    故鄉啊 倚摸攏是 玫瑰莿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1) 

                             吳昭新 (瞈望) 

 菊花香 誠濟佛像 在奈良  

   等待人 遠遠腳聲 喏落葉 
 

      
    生如露 明知也是 看 破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2) 

                             吳昭新 (瞈望) 

 田一區 播完離開 一柳樹  

   三更半 過門無入 付鮚 杰魚 
 

      
    喜事亦 不過如此 我丌春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3) 

                              吳昭新 (瞈望) 

枯枝頂 有鳥歇在 秋暗頭   

三片

    牡丹落 重塔作伙 兩三片 
 

      
    秋天寒 一路行來 別人兜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４) 

                             吳昭新 (瞈望) 

我憂愁 付我寂寞 杜鵑鳥 

   閻魔王 喙內在欲 吐牡丹 
 

明知影 鐘聲講我 更秋凊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５) 

                             吳昭新 (瞈望) 

  明月啊 歸暝魚池  旋圈輪  

   有蝴蝶 停 吊鐘 睏

雪啊雪 恰若好食 飛啊飛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6) 

                             吳昭新 (瞈望) 

 梅香中 突然出日 山路頂  

   拒雨雲 四方百里 牡丹花

吹春風 付牛拽入 善光寺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7) 

                             吳昭新 (瞈望) 

花如雲 鐘聲來自 上野或淺草

   青梅啊 目眉集中 美人耶

人老啦 日頭長 亦流目屎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8) 

                             吳昭新 (瞈望) 

 蚶仔丌 殼肉分開 秋天時 
  (日語的 hutami 叫做 <掛詞> 是 <和歌> 修辭法的一種, 有雙重意思, 即 <殼

和肉>  與 <二見> 兩種意思, 雙關語, 芭蕉在此要分開到 <二見ヶ浦＞

（地名）去的意思.) 

   四五人 月在要落 在跳舞  

 

爬更笑 早起開始 已兩歲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19) 

                              吳昭新 (瞈望) 

 起大風 吹飛石頭 淺間颱  

   夏夜短 河邊洗面 夜警仔 

 

落春雨 開喙嘑嚱 美人耶 
       



 

    早期俳句名人 (芭蕉、蕪村、一茶)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0) 

                               吳昭新 (瞈望) 

山內村 萬歲慢來 梅花開   
(萬歲: 日本習俗的一種, 新年時, 戴烏紗帽, 到家家戶戶門口說好話, 得紅包者) 

   閃爁光  用湧編成  日本島

 

雪溶去 庄內攏是  仔陣       



 

    早期俳句名人 (宗鑑、守武、貞德)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1) 

                               吳昭新 (瞈望) 

風寒兮 破紙屜門 無神月   
     (神無月: 日本發音 kannazuki 雙關音, 無神月=無紙月=陰曆十月) 

   看花落 洽喏回枝 是蝴蝶

 

霧之海 其中月娘 海 啿     



    早期俳句名人 (宗因、其 )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2) 

                               吳昭新 (瞈望) 

踏著花 共款憐惜 木棉鞋   
    (諧文: 白居易: 背燭共憐深夜月 蹋花同惜少年春. 宗因作品多此類俳諧) 

    
   黃鶯叫 倒吊身軀 是初啼 
   

 

   
   恰若是 蓋被 睏 看東山 
 



     

    早期俳句名人 (去來、丈草 )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3) 

                               吳昭新 (瞈望) 

甚麼事 賞花人腰 帶大刀   
    

    
   落定在 水底岩頂 是樹葉 
   

 

   
  下京啊 在積雪頂 落夜雨 
 



     

    早期俳句名人 (杉風、杜國 )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4) 

                               吳昭新 (瞈望) 

忽然間 開始落齒 吹秋風   
    

    
   馬沃澹 牛曝夕陽 一陣雨 
   

 

  目青葉 山杜鵑鳥 初鰹魚 
   



     

    早期俳句名人 (鬼貫、言水、 )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5) 

                               吳昭新 (瞈望) 

洗身軀 水無路倒 蟲聲盛   
    

    
    
   秋北風 煞尾大海 海湧聲 
  
   

 

   牽牛花 奪我吊桶 討水用    



     

    早期俳句名人 (几董、召波、太祇) 名句 

 343 台、華語 選譯 (026) 

                               吳昭新 (瞈望) 

掉落聲 一切即止 貓之戀   
    

    
    
   做甜粿 火舌照出 某丌面 
  

 

   打羽球 無知觀感 開腳縫    



     

    

                               吳昭新 (瞈望) 

天已暮 水田上面 春月明   
    

    
    
   火金姑 未記天暗 一直逐 
     

   初冬之 諸山皆是 共懸也    



     

      早期俳句名人 (永機、幹雄、豐玉)  

         343 台、華語 選譯 (028) 名句 

                               吳昭新 (瞈望) 

牛吼止 隨流而逝 秋河中   
    

    
    
   無一處 其影不在 枯芒草 
     

   相對坐 心清猶如 水鏡面 
    



     

          近、現代俳句名人 (子規)  

         343 台、華語 選譯 (029) 名句 

                               吳昭新 (瞈望) 

食柿仔 聞鐘聲響 法隆寺   
    

    
    
  幾仔遍 探問欲知 雪若深 
 

   雞髻花 十四五支 應該有    



     

          近、現代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流過丌 菜頭葉仔 有夠緊 
   
    

    
   真誠是 舊年今年 若棍插 
     

   日頭  遠山日照 遍野焦   



     

          近、現代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紅更白 一蕊更蕊 茶花落 
    

    
    
   春天寒 水田頂面 無根雲     

  燻黑了 爐上燕仔 轉去了 
    



          近、現代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落秋雨 往落秋雨丌山 行入去   
    

    
   無可救藥丌 我 行      



          

 近、現代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洽若像 聽著鶴聲 霞霧茫     
    

    
    
  天已暗 越路遠望 柴火光     

      (越路:路名) 

娶過某 正月初三 穿新衫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月光皎潔下撐篙 (自由律)     
    

    
    
    咳嗽亦一個人 (自由律)    

       

全身淋透 狗仔囝 (自由律)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秋風啊 無共花樣 兩個盤     
    

    
    
    芋葉露 連山丌影 攏坐正    

       

麥秋時 日頭直落 人群中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湯豆腐 生命盡頭 細薄光 
    
    

    
    
    補襪仔 無做娜拉 教師妻 
    

       

愚鈍狗 一直亂吠 過年鐘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水沖沖 群青世界 轟轟響 
    
   

    
    
    恬寂寂 戰爭已完 熱天山  
       

金剛鑽 露珠一滴 石頭頂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嬰兒車 對熱大湧 囥橫在 
    
   

    
    
    過大寒 七十古希 走近來        

虹消失 都是轉去 人某時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臨惜別 柴火加上 更加上 
    
   

 
    
    立秋到 大家健在 流目屎        

 韆鞦 應盡力  愛應奪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蒲公英 日頭永遠 在天頂 
    
   

    
    
    誠恐怖 恁丌雙乳 熱天到        

 在落雪 明治已經 去遠了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同床者  今起吾妻 共春宵 
    
   

    
    
    微微笑 嬰仔睏晝 過田雨
    
     

 熱天河 紅色鐵鍊 尾浸水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蝴蝶落 起大聲響 結冰期 
    
   

    
    無樓梯 海參陣丌 日暮時    
    

 韆鞦邊 月下席散 同學會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欲作孽 揮動手巾 離別了    

 

    
   已來了 百色大船 春不遠   
    

 樹葉落 無停無急 無急啊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深深仔 肺變碧藍 海之旅    

 

    
   斑甲啊 環視周圍 落雪      
    

春天 家己 槍 行近槍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勿忘草 攏是青年 丌墓牌    

 

    
   父親節 睏 長椅 丈夫人      
    

棉花雪 時間寬寬 起舞了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人體冷 白花大開 東北地    

 

    
   企丌看 孤兒野球 腳冷凍      
    

西照日 所有器具 動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句集是 俳句墓園 春將逝    

 

    
   用鉛筆 所寫遺書 隨 記      
    

霧霾中 恰討厭鬼 比長生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夕照樓 吾等智慧 夠寂寞    

 

    
   與此人 無事可做 秋末時      
    

到批筒 行路兩分 走是春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扑開了 通古早門 探櫻花    

 

腌枚啊 圓周率是 拄學丌      
    

日頭落 幾隻金魚 水內泅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另外 攏無燈火 賣螢者        

 

碎奔雲 有時愛停 指頭頂     
    

富貴菊 等待著是 閃爍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對未來 吹割水沖 風吹來        

 

 厝內底 翅澹燕仔 亂飛竄     
    

落雪 仰望上天 如昇天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睏過頭 獨自行落 銀漢頂       

 

 蓮花池 先在天元 扑白子   
    

金色堂 洩漏曦光 清晨櫻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將黑雲 攪做一夥 颱風到       

 

樹芽風 輕輕仔吹 黃昏時 

 

談武勇 所在傷狹 被爐中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青管芒 風有生死 之區別 

重機也 人類子孫 落黃沙  

去野外 親子三代 掩咯雞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在眼前 菜花一下 變蝴蝶       

 

  
天晴朗 草埔等待 世運會   

    

 

 

   剪頭髮 你顯現出 葉青綠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神佛亦 穿針織衫徘徊 春一番        

 

  
橫直會 變成塵土 爭甚麼   

    

萬花筒丌孤獨 



         

俳

         343 台、  

                               吳昭新 (瞈望) 

金瓜啊 也有正面 收穫祭        

    
 

 

人類啊 穿毛皮衣 有內外 

 

 

薄紅丌 龍所潛藏 櫻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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