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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富春在池上的故事：一個客家婦女的生命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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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池上鄉位於花東縱谷的南段，是台東縣縱谷區位置最北端的平

地鄉鎮。17世紀時為「卑南覓七十二社」所控制的區域。當時卑南

族在此區的活動，主要是出草、狩獵，並無建社定居的紀錄。十九

世紀初，在布農族開始遷移到秀姑巒溪上游及池上平原西側新武呂

溪流域的山區定居後，卑南族的勢力才逐漸退出。  

此後，池上地區成為南方卑南族、北方阿美族與西方布農族三

大勢力的緩衝地帶。而也在此時（約當清道光咸豐年間）西拉雅平

埔族分別由北、中、南三條路線遷來池上，其中新開園（包括今錦

園、萬安、富興村）等庄落的先民，為西拉雅支族與大滿亞族，而

大坡庄(今大坡、慶豐村)的先民則為馬卡道支族。  

到了清末約 1870-1880 年間，恆春一帶（Palidaw）的阿美族為

了躲避土匪，也經由不同的路徑分別來到池上，如：Soel 的家族、

禮弼（Tipir）的家族等等。初來池上的阿美族與平埔族和平相處，

但與布農族曾經有一段非常緊張的關係。  

清光緒初年（1875 年）封山禁令解除，政府實施「開山撫番」

政策，隨著官招民墾與民招民墾，漢人逐漸來到東部移墾，使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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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園成為東部地區重要聚落之一。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的政策，也吸

引許多西部漢人到東部移民。  

1945 年國民政府統治以後，因日本人離去留下許多生活空間，

加上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政

策，西部漢人的移民潮一波接一波。此外，政府為了解決大量退伍

軍人的問題，在池上進行大規模的開發。於是從民國 42 年（1953）

起至 64 年（1975）間，大批榮民湧入池上。由於遷移人口的遽增，

加上社會環境與經濟型態的轉變，池上地區從單純的農業社會，逐

漸轉變為以農業為主、工商業為輔的綜合型聚落。  

池上鄉有 10個行政村，福原、福文、大埔、新興四村，位於池

上平原的中心地帶；大坡、慶豐、錦園、萬安、富興、振興六村，

則分布於海岸山脈山麓。大坡、慶豐兩村鄰近省道台 9 線；錦園、

萬安、富興、振興四村則沿 197 線道分佈，習稱為內四村。福原村

俗稱「車頭」，是池上鄉的交通樞紐，也是行政、文教與商業的中

心。 

根據 2016 年 10 月關山戶政事務所的統計，池上鄉居民有 3224

戶 8398 人。池上鄉的人口結構，閩南、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的比

例差不多，是東台灣多元族群共存的典型鄉鎮之一。  

筆者（黃宣衛）在池上的調查已有多年，重點是當地的阿美族。

2016 年起，在莊英章教授邀請下，參與中央研究院的客家研究計畫，

以客家二次移民為主題在池上地區進行研究，其中一項工作是客家

的家戶普查，包括遷入之前的原居地、職業類別、宗教信仰以及家

中語言使用情形等等。目前此項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中。徐麗鳳老師

參與了這項工作。她是出生在新竹縣橫山鄉的客家人，不論四縣腔、

海陸腔的客語都很流利。退休前是池上國中的國文老師。  

現年 73 歲的劉富春住在客家人口相對密集的萬安村，出生在新

竹縣竹東鎮，以說海陸腔客家話為母語。4 歲時隨家人遷居到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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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輾轉來到池上定居。徐老師在家戶普查時發現劉富春女士的生

命故事相當精采，也非常樂於接受採訪，所以在徵得同意後多次前

往其家中訪談，劉女士也提供了不少書面資料，本文就是這種情況

下完成的結果。  

本文的文字撰述、照片安排與說明，都出自徐老師之手，但皆

有請劉女士過目確認。訪談過程全程以客語進行，為保有口語的韻

味，部分文字以客語發音表達，再加上括弧來說明，找不到合適的

漢字時偶而也會使用注音符號。原標題只有「劉富春在池上的故

事」，附標題「一個客家婦女的生命敘事」為筆者所加。婦女在客

家社會中的位置頗為特殊。一方面很多人都指出客家婦女在農事、

廚房、廳堂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有關客家婦女的研究又相對偏

少。衷心期望透過這個個案，能提供客家婦女研究的新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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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起點開始 

73 歲的我，原本是新竹竹東的海陸

人，四歲時跟著母親搬遷東里，21歲嫁到

池上，從此就在池上展開我的一生。很多

事已經不能記得很清楚了，所以更要趁現

在把記得的寫下來。  

四歲時只記得在家前面庭院快樂玩

耍的記憶。  

我的「阿姆」（母親）小時候被賣給

陳家做童養媳，婚後生有一個「小萊仔」

（男生）一個「小妹仔」（女生），後來

算命的說「阿姆」（母親）的命不好，就

被「離」掉了，母親「分」（得）到一個

「妹仔」（女兒），「阿姆」（母親）不得已再嫁給我的「阿爸」

（父親）。後來我出生的時候，在海南島當日本兵的「阿爸」（父

親）想回台灣看我。那時候有三艘船要回台灣，我的「阿爸」（父

親）坐在中間的那艘，沒想到三艘船「行」（走）到一半時中間那

艘船被炸沉了，我的「阿爸」（父親）也就這樣被炸死了，所以我

從來沒看過我的「阿爸」（父親）。  

當時我的「阿婆」（祖母）天天在大門口等我的「阿爸」（父

親）回來，他們都不敢告訴「阿婆」（祖母）說我的「阿爸」（父

親）已經死了，後來我的「阿婆」（祖母）就瘋掉了，我的身分證

上是「父不詳」。「阿姆」（母親）不識字，也不知道我的「阿爸」

（父親）叫什麼名字，只知道偏名，我看到一個「阿爸」（父親）

的印章，我就把它藏起來帶在身邊。後來「阿姆」（母親）改嫁給

我的繼父，為了討生活，我們全家人搬到花蓮東里。  

 

 
攝影者：徐麗鳳 

嬌小瘦弱的劉富春總是在工作

眼睛剛開完刀帶著墨鏡裝米入

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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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泥鰍、捕魚的趣事 

記得國小的暑假時，我們會到田裡抓泥鰍。到了下午一點多泥

鰍會「翻白肚子」，可能是因為天氣太熱，好像中暑，我們就一點

都不費力的把牠們抓起來。如果過了 2 個鐘頭後，水不再滾熱變冷

了的時候，泥鰍就會恢復體力，那我們就抓不到牠們了。  

我們村莊的「大大小小」（大人小孩）會一起去捕魚，那是在

立秋後的第二天。有的人拿水桶，有的人拿網子，再把串起來的長

長的「銅箇罐仔」（鋁罐），1 人 1 邊拉開放在「河霸」（小溪）

上，網子放在下面，這時魚都會被關在網子裡。2、3 次就可裝滿 1

桶，然後挑回去大家一起分，通常分到的魚多到甚至還可以做魚乾

存起來。 

 

喜歡讀書、學習的我 

我很喜歡讀書、看書，所以小時候

的成績很不錯，都在 10 名內。因為很

愛看書，但是沒書看，所以常常去向人

家要他不要的書，看到晚上 1、2 點是

常有的事，看得很「入  ㄨㄣˊ」（專心）。

有時候也會自己買書來看，像＜四字雜

言＞和＜增廣昔時賢文＞這 2本書，還

一直被我珍藏，雖然已經很破舊，我都

捨不得丟掉。另外有一本＜居家必備

＞，是我自己買的，裡面無所不有，九

九乘法、珠算、訴訟、契約買賣……， 

 
增廣昔時賢文  

提供者：劉富春；攝影：徐麗鳳 

 
四言雜字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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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籤詩，真是可以從裡面學到很多，

可惜被別人借走後怎樣也沒有還回來。

還有一本寫「要領」的書，記得裡面有

講到如果要把小牛順利的帶進牛欄裡，

先把拳頭伸到小牛的嘴裡，讓小牛好像

吸奶一樣吸住拳頭後，慢慢的就可以把

小牛引進牛欄了。  

國小 4 年級時當選模範生，是我很

大的榮耀。當時班上的同學都很謙虛，

另一位候選同學一直推辭，而我也不負

眾望的選上了。  

國小畢業時老師到家裡來，和繼父

說我的成績很好，應該要給我讀初中，

結果繼父說，我已經是家裡讀書讀最高

的了，老師從此就再也沒到家裡來了。  

畢業後雖然沒有書讀，但我總會找時間、找書來讀。所以曬穀

子時，我會在牛糞做的「禾埕」（晒穀場）上用「禾管」（稻桿）

和竹子做一間「小寮仔」（小小教室），然後在裡面看書，也看得

很「入 ㄨㄣˊ」（專心）、看得很高興。  

後來政府辦了「國教班」，我的「阿

姆」（母親）也有去報名，但是有時候

「阿姆」（母親）沒辦法上課，我就會

代替她去上課，上得很高興。  

 
四言雜字內頁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增廣昔時賢文內頁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曬乾的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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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愛學，結婚後我花了不少錢

學作「酒餅」，總共包了 3 次紅包。第

一次那人採了草藥，一項一項的放在庭

院下，好讓我寫下來，但是做好後喝了

會頭痛。第二次是「叔姆」（嬸嬸）的

「番仔親」（原住民親戚）教我做，我

包了 6 千多元的紅包。隔了 2 年，我怕

自己忘記，採了很多的藥草給那個「番

仔親」（原住民親戚），看她只撿了適

量的一些做而已，我又包了約 1 萬元的

紅包給她。我把那些藥草一一的照相，

現在我的菜園裡每一種藥草都有。酒餅

做好後，就可以做紅麴酒釀了，先把糯

米蒸熟，如果糯米還很熱就加冷水攪拌，如果是冷糯米就須加熱水

攪拌，攪拌至水分足夠後，加入 1 粒的酒餅和紅麴攪拌均勻，放入

罐子裡時要在罐子中央挖一個小坑，教我的人並沒有告訴我為什麼

要這樣做，我想：可能是不要讓紅麴酒釀過「燒」（熱），要不會

太酸。3 天後紅麴酒釀會出酒，4 天後會比較甜。因為做得還不錯吃，

現在有人會來跟我買。  

我還會種西洋菇，那時農會在池上大力的推廣，希望大家一起

來種西洋菇，那是增加收益不錯的方法。一開始的時候是由我的「家

官」（公公）、「家娘」（婆婆）和農會接觸的，後來就由我接手

做了。農會提供菇寮，菇寮裏約有 4 架的菇床－高約 5、6 尺寬約

6.5尺，有 3條通路方便採收，菇床的建材是竹子，為了保暖，四周

圍先用油布繞一圈後，再用稻草圍起來，屋頂也是用稻草鋪蓋的，  

 
提供者：劉富春；攝影：徐麗鳳 

 
又香又甜又健康的紅麴酒釀 

提供者：劉富春；攝影：徐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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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寮裏面還有一個馬達，如果溫度

超過 28 度，它就會馬上啟動降溫。

如果要讓「草上床」（客語），要

先把稻草切成 30 公分長後再堆起

來，然後天天澆水，好讓稻草潮

溼、軟化，一星期後加上碳酸鈣和

石灰翻攪均  勻後就不能再去動

它，如果遇到下雨，一定要加蓋布

蓬，因為不能太溼，一星期後加鷄

糞，三天後再翻攪成 8尺寬 3 丈長

的形狀，經過 3 天再翻攪，大概 1

個月後就可以上架，「草上床」（客

語）的作業才算完成。接著種上菌

絲、蓋上泥土，50 天後大功告成西

洋菇就會長出來了。  

這是需要「手腳」（人手）多

的工作，也是「會吃飯就會做的工

作」（很簡單），但是如果採收時

遇到風吹來，西洋菇就會過熟而影響品質，所以如果要採收時「大

人小子」（大人小孩）早上 4、5 點就會被叫起來，全家總動員，採

收的、切菇腳的、整理裝箱的，而且又要趕著給卡車載走，否則一

切都會「白做工」（白搭）。現在錦園社區中心旁的公廁所在地，

就是當時大家繳交西洋菇的地方。  

 

印象深刻的難忘經驗         

國小畢業後開始去做事，那時繼父在阿湄溪的源頭養豬，我每

天來來回回，那是很偏僻很遠的地方，單走一趟最少要一個小時。

 
菇寮的溫度計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大人小子」（大人小孩）一起切菇腳 

提供者：劉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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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曾經「發大水」（溪水暴漲），築堤的工人被淹死了。有一次

我因為沒有手錶又沒注意到時間，經過那裡時天色已經暗了，只好

硬著頭皮一路哭著回家。後來繼父在那裡蓋了工寮，讓「阿哥」（哥

哥）住在那，「阿姆」（母親）和「老妹」（妹妹）也搬去住，只

有我留在東里，因為我想學裁縫，結果「阿姆」（母親）和「老妹」

（妹妹）也碰到「發大水」（溪水暴漲）只好搬出來了。那時 21 歲，

有人來說媒我就嫁到池上了，「阿姆」（母親）為照顧「老弟」（弟

弟）搬到花蓮。     

有一次鄉裏的上林食堂標到台東團管區的勞務工程，那是民國

74 年的事了，我們要幫忙做飯包。9 月 24 日到台東做一天，隔 10

天再到長濱去，第 3 次到東河。要到長濱去的前一天，我的老闆說

早上 3 點就要出發，怕睡過頭的我把鬧鐘調到 3 點，結果半夜作惡

夢，我正在追著老闆的車子，上氣不接下氣的跑著，嘴裡還大聲喊

著「等我！等我！」連身旁的「老公」（丈夫）都被我吵醒，看了

時鐘才 2 點多，後來就再也睡不著了。到了長濱天才剛亮，我們開

始準備食材，先滷雞腿，再準備鹹菜、豆乾、小魚乾炒辣椒和清江

菜。第 3天要去東河，我們早上 4 點出發，從富里走台 23 線，沿途

看到美麗的景色和奇特的景觀，讓我印象深刻，真不愧是大家口中

所說的小天祥！後來我居然看到松鼠很活潑的在馬路中央跳來跳

去，在登仙橋又看到好多猴子，叫我大開眼界。當我們到隧道口時，

太陽剛好照進來，那麼的湊巧！那麼的美麗！  

 

終於知道阿爸的名字 

雖然我手上有「阿爸」（爸爸）的印章，但都沒辦法清楚知道

「阿爸」（爸爸）的名字，所以嫁到池上後，只要「有閑」（有時

間），我總是會到處去找族譜，希望這樣能知道「阿爸」（爸爸）

的名字。這件事一直「心肝ㄖˋㄉㄥˇ」（心裏惦記掛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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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看到報紙上寫著：紅十字會到日本申請日據時代戰死的

台灣人的「神祖牌」，要安奉在北埔南坑的廟裡。我就馬上打電話

給我「同姆隔爺」（同母異父）的「陳阿哥」（陳哥哥），請他去

問、去調查。這位有情意的「陳阿哥」（陳哥哥）在我們「被離掉」

（被休掉）時，曾經要我們寄照片給他，因為他想留做紀念，所以

我們才能馬上聯絡到對方。後來「陳阿哥」（陳哥哥）告訴我確實

有查到「阿爸」（父親）的名字，我想到，「阿爸」（父親）的「太

姐」（大老婆）生有 2 個「萊仔」（兒子）啊，「阿姆」（母親）

改嫁時這 2 位「阿哥」（哥哥）去跟「姐婆」（外婆）住了，我又

再拜託「陳阿哥」（陳哥哥）幫我聯絡我那「同爺隔姆」（同父異

母）的「阿哥」（哥哥）。  

當時我的「同爺隔姆」（同父異母）的「劉阿哥」（劉哥哥）

也正在申請「阿爸」（父親）的「死亡補助」，但是因為沒有我們

的消息、沒有我們的資料他不能辦理，所以他也很想和我們連絡。

我就和「阿姆」（母親）、我的「小萊仔」（小兒子）去找住在竹

東的「同爺隔姆」（同父異母）的「劉阿哥」（劉哥哥）。但是我

們從來不曾見過面，要怎麼知道對方呢？這位「阿哥」（哥哥）很

聰明，他問說，我們多少人，接著他說，你只要看到夾著 3 支雨傘

的就是我了，恰巧那天下起雨來，結果我們碰到面時，「阿姆」（母

親）說了一句，他長得好像你「阿爸」（父親）啊！一看就看出來

了。 

光復後的台灣很亂，我的名字「劉富春」，戶籍謄本上卻是「劉

副春」，「阿姆」（母親）本姓王，也被亂成姓黃，為了更正，跑

來跑去不知多少趟，我還告訴承辦人，只要辦好，費用多少我一定

照付。最後好不容易辦好了，「劉阿哥」（劉哥哥）把申請到的 4、

50萬元分給我們 3 人每個人 1份，這份錢對我來說很重要，讓我減

少了很多的擔憂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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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總算結束後，有一隻黑色又大隻的「禾ㄏㄚˇ」（蚱蜢）

停在家裡的大門上一整夜，結果隔天就沒看到了，我想那是「阿爸」

（父親）來看我，因為他從來不曾看過我，也從來不知道我住在哪

裡。 

 

心中永遠的牽掛 

我「老公」（先生）79 年正月 25 日去世。就在那年的 6 月要

收割時，氣象局發布有歐菲莉颱風要來，我就打電話叫我的「小萊

仔」（小兒子）從台北回來。沒想到他第 2天割完稻子後，晚上 10

點開始肚子痛，看完了池上的高醫師，再到玉里去都沒辦法，只好

到花蓮慈濟。 

隔天早上我的「小萊仔」（小兒子）11點進開刀房直到下午五

點多才出來，醫生拿著ㄧ大包東西，說是我「小萊仔」（小兒子）

的小腸，叫我要有心理準備。當時我的眼淚都流下來了，我拜託醫

生、懇求醫生，ㄧ定要把我「萊仔」（兒子）醫好，否則我也不想

活了，醫生問我，為什麼？我說：因為我的「老公」（先生）才剛

過世！怎麼可以讓我再失去我的「小萊仔」（小兒子）呢？  

或許是醫生被我的誠心感動，後來醫生找到一罐 4000 元的藥，

這種藥一天要打 4 次，最後終於把我的「小萊仔」（小兒子）救回

來。 

我的「小萊仔」（小兒子）因為失去了大部分的小腸，所以現

在身體很虛弱，只能待在家裡，每個月還要去花蓮慈濟拿藥注射。

他每天晚上 7、8 點的時候就要「打針」，從胸前的埋針處接管子注

射，還好他現在可以自己處理。為了讓注射順利，我們買了一台幫

浦儀器，花了 5 萬多元。我的「小萊仔」（小兒子）的注射的藥總

共有 8 箱，還沒買轎車前我們用小卡車去醫院載回來，現在用轎車

載了，那些藥把轎車塞得滿滿的。醫院那邊還曾經訪問他，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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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藥用手拿，而他拿的藥是一整車子。我笑笑的說，我們是生命

的鬥士。 

前些日子他告訴我，想要「討心臼」（娶老婆），但我不肯，

我想：就好好的照顧自己的身體就好了，其他的，就不要想了，就

放下吧。我知道，這樣對他不公平，但或許這是最好的選擇。這份

痛、這份牽掛，在心裏永遠不會消失。  

 

生活的印記 

自從和「劉阿哥」（劉哥哥）有聯絡後，他入新屋、他過世時

我都有去看他。他入新屋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的「搞粢粑」

（做粢粑），因為和我們這邊的做法完全不一樣。我們會用一張長

凳子，上面放一根扁擔，一邊先綁好繩子，中間放 2到 3 袋的粄袋，

另一邊按照高度盡量也是綁緊，讓粄袋慢慢滴水，大約半小時後拿

起來，再一直做同樣的動作直到沒有滴水。「劉阿哥」（劉哥哥）

的「搞粢粑」（做粢粑）是先把 2 隻竹子綁在一起呈剪刀型，然後

順時鐘一直攪拌、一直搞。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搞粢粑不一樣的作法。

其實炊粢粑也有 2 種方法，一種是前面做好後直接拿去炊，這樣做

粢粑會比較「燥爽」、較耐放，另一種方法是先揉過再去水煮，這

種的就比較 Q、可是較不耐放。我比較喜歡直接炊的方式，因為我

比一般人瘦小較沒力氣。  

我一直在慈濟照顧「小萊仔」（小兒子）長達一年的時間，在

這當中，「阿姊」（姊姊）鼓勵我去做之前「阿姆」（母親）的「賣

粄」（賣粿），「阿姊」（姊姊）也鼓勵我在花蓮買房子，因為「阿

姆」（母親）也在花蓮買了房子。可是我沒有錢，我就請教「姑丈」

（先生的姊夫），要向農會借錢還是「招會子」（起會）比較好，

我交代姑丈不要告訴我的「家娘」（婆婆），哪知「大娘姑」（先



劉富春在池上的故事：一個客家婦女的生命敘事 

97 

生的姊姊）知道後告訴我的「家娘」（婆婆），結果「家娘」（婆

婆）她完全不肯我買房子，把我盯得死死的讓我不能有任何動作。  

本來想買一台「歐多拜」（摩托車），

我那「開」（經營）「歐多拜」（摩托車）

店的小叔說，不用，他要送我一台沒有掛

牌的，讓我在家附近騎就好了。那天我騎

著那台「歐多拜」（摩托車），不知道為

什麼騎到大坡池去了，我坐上去時有點不

知道要去哪裡的感覺。  

後來「家娘」（婆婆）說，這台「歐

多拜」（摩托車）沒人騎的時候自己會「ㄅ

ㄧㄅㄧ叫」，它曾經發生過車禍。  

我的「萊仔」（兒子）聽到後，買了

一輛新的「歐多拜」（摩托車）給我。   

我很愛學，很好奇。我的「家官」（公

公）會「畫符」，我也叫他教我，平時他

在畫，我就會在旁邊看。「家娘」（婆婆）

過世時，我就包了 3600 元的紅包給「家

官」（公公），「家官」（公公）當時只

是微笑，後來「家官」（公公）終於給我

＜符旦＞（畫符的書冊），還教我筆畫要

「ㄌㄨㄡ ˋ」、要「夠」、不要潦草。＜

符旦＞（畫符的書冊）裏記錄著日期、症

狀、消災的方法和祭拜的方位等，所以我

現在會幫人家看日子或是消除災厄，如果有收到紅包，我會拿去捐

獻或是去做好事。在幫人家「送」時，要準備小三牲（梅干扣肉一

小塊、四破魚一小尾、水煮蛋一顆），在晚上一更時進行祭拜，祈

 
已經很破舊的＜符旦＞ 

 

家官手抄的＜符旦＞ 

 

＜符旦＞內頁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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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日漸日好，時漸時好」，第二天再去把小三牲拿回來。有一次

我因為身體不舒服「自己」去「送」，結果回來後更嚴重。所以如

果要「送」，一定要別人幫忙「送」才可以。  

有一次我的「大萊仔」（大兒子）喝酒醉，在觀音彩眾神明前

想要摔香爐，沒想到還沒摔到香爐他自己卻跌倒了，後來他車禍了，

住院時還一直發高燒，我只好去祈求，好不容易才知道：原來是觀

世音菩薩在處罰他，如果是關聖帝君處罰的話，就會斷手斷腳了。

我誠心誠意在觀音彩眾神明前、觀世音菩薩前祈求原諒。  

2 年多前，村長曾經拜託我做萬善爺廟的廟公，那時除了農曆

7/29 煮青草茶請信眾們喝外，平常初一十五我會準備水果祭拜，年

節時就準備三牲，每天早晚一柱香去拜。每年的 6 月最後一天晚上

10 點多開門，7 月 29 日晚上 11 點關門，我都會找鄰長一起去，因

為覺得心裡怕怕的，有一次看到一尾大蛇，很可怕。附近有一個做

民宿的，他把廟附近的草地圍起來說是他的地，結果他的「脯娘」

（太太）生了很嚴重的病，後來他就把圍籬拆掉了。  

 

平凡卻偉大的小巨人－膽識、認真和毅力 

我的「阿姆」（母親）從搬到東里後，就不曾回去北埔過。為

了清楚知道「阿爸」（父親）的名字，第一次帶著「阿姆」（母親）

回去。結果「阿姆」（母親）在老家廟前碰到小時的女玩伴，高興

得不得了。我們又去大南坑的老家，在那

兒留下老伙房的紀念照片，晚上住在「陳

阿哥」（陳哥哥）的家裡。大家都非常高

興、開心。 

我的「老公」（先生）不識字，但對

我很好。有一次碰到寒流，稻子長得黃黃

的、很不好，「家娘」（婆婆）就說，你

 
「紮稻草創意比賽」的紀念 

提供者：劉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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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聰明，來去看一下。我把稻子拔起來，

看到稻子的根部沒有爛掉，我就和「家

娘」（婆婆）說，只要灑肥料就會「行

根」（從根部運行），結果稻子真的長

好了。 

98 年我參加「紮稻草創意比賽」，

在我們 3 人團結合作努力下，得到社區

組的第 1 名和原鄉組的第二名，對我而

言，那是一個很大的榮耀和鼓勵。   

後來我在稻米產銷班裡，同樣認真

努力得到肯定，榮獲 100 年度優良產銷

班班員獎狀。到現在，我耕種了不少的

田，更希望能越種越好、收穫更好。有

一次參加產銷班的參觀活動，其中一項

「打陀螺比賽」，我得到第 2 名，好高

興！ 

這是我參加唯一一次的馬拉松比

賽，那是行政院農委會、花蓮縣政府和

富里鄉公所共同辦理的大型馬拉松，也

配合六十石山金針山花季的活動。沒想

到我跑了第 3 名，在 60 歲以上的 A 組，

表現不錯，出乎我意料之外，更證明我

的實力和我的毅力。有一次去學習草

編，後來舉辦了比賽，我又得到第 1 名，

那承辦的先生每次看到我，都叫我，第 1

名的，害我又驕傲又不好意思。  

我學做東西一定會把它學得很好，

 
100年度優良產銷班班員獎狀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打陀螺比賽第 2名獎狀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2004年馬拉松第 3名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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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頭粄」（蘿蔔糕）就是我的拿手之一。有一次花蓮縣長透過辦

桌的老板娘，和我買「菜頭粄」（蘿蔔糕），因為他要請他的員工

們吃，我還特別做了素的給那縣長，結果又跟老闆娘說還要再買「菜

頭粄」（蘿蔔糕），那時候太忙沒辦法做，老闆娘就跟那縣長說香

港的師傅已經回去了。現在想起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平日的我，就是不怕吃苦，做任何事都很認真，雖然每天辛苦

工作，但我做得很快樂，無形中就是我增加實力和能力的最好方式。 

 

愛物惜物的劉富春 

我很喜歡古董，喜歡有歷史、看起

來很老很舊的東西，所以我的櫥子、抽

屜裡都是以前留下來的，就算很破了，

我還是捨不得丟掉。抽屜裡有很多我

「家官」（公公）看過的書、寫過的字，

還有很多的活動本子，像建醮的、或是

社區的，我通通都把它們留下來。我自

己也很喜歡紀錄，留下了好幾 10 本的

桌曆，還有很多的小冊子，上面記錄了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對聯或是句子，或是

記錄了我結婚時收的禮金。  

其中有一個熨斗很特別，那是我從

越南帶回來的紀念品。「大孫女仔」（大孫女）5 個月大了，「心

臼」（媳婦）想要回越南，但我擔心她和「大孫女仔」（大孫女），

所以就跟著去越南，去住了 10 幾天，我也去那邊的媽祖廟拜拜。有

一天「心臼」（媳婦）帶我去她「姑仔」（姑媽）家裏，我送了個

銀戒指給她，給她留作紀念。要離開時就看到那個熨斗，我一看到

 
越南古老的熨斗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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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喜歡，我就跟「姑仔」（姑媽）「討」（要），雖然有點重，

但我很開心的把它帶回臺灣。這個熨斗整體是鐵做成的，只有握把  

部分是木頭，把握把往後拉就可以

打開熨斗，然後燒得火紅的木炭就

可以放進去燙衣服了。它的造型簡

單又可愛，打開熨斗的開關是一隻

古樸的小公鷄。我的「心臼」（媳

婦）說，她的「阿哥」（哥哥）把

熨斗拿去賣了不少錢，因為它的底

部是黃金做的，讓我更加珍惜它。 

有一次辦桌的時候，賣紅蟳的

用這個竹簍裝著他的紅蟳給我

們，我一看到，又覺得要把它留下

來，其實它有個蓋子，但是因為我

拿出去曬太陽，結果蓋子就碎掉

了。這個竹簍，做的很細緻很好

看，而且很堅固耐用，現在就是放

著欣賞、珍藏而已。  

 

值得驕傲的庄頭土地公廟改建 

緣起   

庄頭土地公廟改建，是我覺得很值得驕傲的事，祂的故事就從

我這裡開始。雖然庄頭土地公廟改建至今已經三年多了，但是從募

款、監工到後面收尾，全部一手包辦的辛苦歷程，教我感恩在心。  

以前的土地公廟很矮小，手要伸進去、鑽進去才能插到香爐，

而且 2~3 年就需要進行整修。在此之前，其實並沒有這間小土地公

 
裝鱘的竹簍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裝鱘的竹簍內部    

提供者：劉富春  攝影：徐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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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人們拜的是一棵相思樹下的一顆石頭，當時人稱作「相思樹下

的伯公」。 

有一次邱屋的媳婦生病了，就去請求「相思樹下的伯公」的保

佑，她請願：如果病好了，他願意蓋廟感謝，結果這位邱家媳婦真

的好了，所以她就還願蓋了廟感謝土地公。  

 

多災多難的土地公 

後來因為大家樂很流行，土地公的金身被偷走，羅家「心臼」

（媳婦）幫忙買了一尊。結果沒多久有人搞破壞被噴漆，只好帶去

台東美容。隔壁的越南「心臼」（媳婦）說，有一天早上 4、5 點的

時候，看到庄頭土地公就站在土地公廟前面。  

 

建廟的關鍵 

每天早上「隔壁鄰舍」（左鄰

右舍）都會在「伯公廟前」（土地

公廟）「坐潦」（休息聊天），有 2

位老人家一直拜託我想辦法。  

因為羅家的「心臼」（媳婦）

每次拜土地公時，水果都不拿回家

去擺在那結果爛掉，她的三伯父看

到覺得很可惜。另外一位是隔壁掌

管土地公廟的蕭先生，好不容易找

到他藏很久而忘記的伯公廟錢，加

上他的年紀大了，他就趕快把伯公

廟的管理權轉移給我，可能是看我很老實吧！後來我提議改建金

爐，也好不容易完成這很不簡單的工作。  

 
有遮雨棚的龍仔尾地公廟 

攝影：徐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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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要拜天公的大閹鷄走失了，我就去請求土地公幫忙找，

結果一回到家就看到那隻走失的大閹鷄回來了。這麼靈驗的土地

公，一定要幫忙建廟啊！  

     

建廟安厝一波三折 

當時花了 2 萬元整修金爐，結果沒想到 3 年後又壞了。大家又

說要重建金爐，我說，除非把廟建大、把金爐建高，金爐才可能不

會再壞，土地公廟也才能永久。大家在討論的時候，鄰長夫人說，

我有一本書，裡面有「做便」（做好的成品）的金爐和「伯公廟」

（土地公廟）。我看了後，量了尺寸，做了記號，拿到「伯公廟」

（土地公廟）前請示，請「伯公」（土地公）慢慢看，3 天後再來

「ㄉㄧㄝˋ ㄍㄠ  」（擲筊），結果我「ㄉㄧㄝ ˋ沒  ㄍㄠ  」（擲沒聖

筊）。有一天做金爐的師傅說，土地公託夢給他，說要建廟才可以，

我就開始募款了。  

土地公真的很靈驗，常常我想要

什麼，想幫忙的人就會出現，有一位

退休老師幫我處理捐款善心人士匾

額，很多人捐出他們的善心，最後土

地公廟建好後還剩下 10多萬元。我現

在初一、十五都會用鮮花祭拜土地

公，用的就是這筆善款。  

要安神位時，建廟的師傅去要求

池上自來佛祖廟的師父找好日子，結

果他給了壞日子。所以，我又去找做

金爐的師傅，他說，因為土地公的金

身進進出出三次，你們都沒告訴祂要跟著祂的金身，你們先去天公

廟「ㄉㄧㄝˋ ㄍㄠ  」（擲筊）。為了要「ㄉㄧㄝˋ ㄍㄠ  」（擲筊），

 
完善的龍仔尾土地公廟 

攝影：徐麗鳳 



《東台灣研究》24 

104 

我們 3 個人去池上超市買了糖果餅乾，後來我發現錢有少算，我又

再回超市去把少的錢補齊，終於得到 3 次「聖ㄍㄠ  」（聖筊），如

果貪小便宜、貪那一點小錢，我們就不會那麼順利得到「聖ㄍㄠ  」

（聖筊）了，這是老天爺給我們的考驗啊！那師傅又說，為了不讓

土地公「野野跑」（隨便亂跑），要連續不斷的燒三天三夜的香，

我想怎麼可能？我們只好又再去找自來佛祖廟的師父。  

這位自來佛祖廟的師父說，其實原來的土地公還在庄頭庄尾看

守保護，我們先前為了建廟，曾經把土地公金身請到我家裏，接著

他說，讓他把土地公金身帶回去 9 天 9 夜，向玉皇大帝稟報過後就

可以了。那先前為什麼給我們壞

日子呢？師父說，因為你們的土

地公 3 次進進出出，原先較老的

土地公爭不過後來的 2 位較年輕

的土地公，這 2 位較年輕的土地

公想要佔原先較老的土地公的位

子，如果是壞日子，祂們就不敢

來佔了。終於庄頭土地爺事件得

到一個好結果。  

     

庄頭土地公的大慶典 

廟改建後、神位安定好後，

池上連著三年在天堂路有大型表

演：雲門舞集、張惠妹演唱會、

優人神鼓，我們的庄頭土地公廟

剛好就在天堂路尾的頂端，這些

大型表演讓池上人和土地公都看得好高興、好快樂！好像冥冥中就

在幫我們的庄頭土地公做大戲慶祝一般。  

 

 
2015優人神鼓天堂路表演 

提供者：徐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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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積極獨立的人生態度 

有時候我會叫「大萊仔」（大兒子）幫忙做事情，但他並不會

馬上或是每次都聽我的話，所以我都需要做一下調整，好讓自己能

快樂的看待很多事。像跟他說要割稻子，他沒聽，結果第二天一大

早下雨了，我心裡想：一直擔心也不是辦法，當下我就開始整理櫥

櫃，這樣就可以轉換心情、轉移注意力，沒想到雨也停了，又叫我

的心情更加快樂起來。  

有一次我騎車回家，騎到半路上居然車子沒有油，我只好先把

車子放在馬路旁，然後走回家，還好距離家裡不遠。我騎了家裡另

外一輛車去加油，再把那輛車加油後騎回家，「大萊仔」（大兒子）

看到我，說，為什麼不叫他載？因為回到家時沒看到你啊！而且也

不必麻煩你啊！走一走，很好啊！我自己也可以處理的。這就是我

的想法。 

我的工作很多，種菜、種花生、種田、種藥草，有時候會去幫

忙做外燴，有時候村長或是有人叫我幫忙，我也都會一口答應，可

以說是沒有「一時閑」（空閑）。人家說我就是勞碌命，閑不下來，

但是，我做得很快樂。每天睜開眼睛時，總是馬上就會想著今天要

做的事。如果有問題，就想辦法解決，所以，我沒有時間不快樂或

是不「爽快」。  

 

現在喜歡做的事 

農曆 7/29 鬼門關時，我都會煮一些青草茶給萬善爺廟的信眾們

喝，從 2 年多前就一直持續到現在。我的青草茶有 2 種不同的配方，

其中一種是用羅漢果、刺五加、枸杞、雞母珠四項煮起來的，很好

喝。平常日子我也會煮涼茶分送「隔壁鄰舍」（左鄰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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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端午節時我會幫忙綁粽子，由村長分送社區各「隔壁鄰舍」

（左鄰右舍），有幫忙的人村長會多送「一ㄎㄨㄢˇ」（一整串），

「一ㄎㄨㄢˇ」（一整串）10 粒，這個活動已經有 3年了，我做得很

高興。 

 

虔誠的信仰 

在我要結婚的時候，有 3 家的人家到家裡來說媒，因為平常初

一、十五我都會到東里的玉蓮寺拜拜，所以那天也去祈求，東、南、

北哪個方位的人家較好，「ㄉㄧㄝˋ ㄍㄠ  」（擲筊）結果是南方的

較好，我的「阿姆」（母親）親自來南方這人家看看，看了後說，

池上的山不高，怎麼做都有得吃，所以我就嫁給我現在的「老公」

（先生）了。所以，從年輕時期我就有很虔誠的信仰。  

家裏的「廳下」（客廳）有觀音彩和祖先神祖牌，所以我會虔

誠的早晚一柱香拜祖先，年節過年、正月半、清明、端午、七月半、

八月半、重陽等比較重要的節日時，祭拜三牲和水果和應景的食品。

拜觀音彩也是早晚一柱香，初一、十五時祭拜水果，年節時候祭拜

三牲和水果。保安宮有慶典時祭拜水果或三牲，庄頭土地公早晚一

柱香，初一、十五水果，生日祭拜三牲。玉清宮是過年時祭拜水果

和糖果餅乾等，如果有「看日子」，就會準備水果去建安宮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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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信奉道教，我有 2 個「心臼」（媳

婦），一個是閩南人，一個是越南人，宗教上

都沒有衝突，她們也都跟著我們家裡的拜拜。

所有的拜拜都是求心安，求得心裏寄託。  

 

老天爺美好的安排－許給我一個彩色人生 

今年 2 月竹東的「阿叔」（叔叔）的「妹

仔」（女兒）來看我，又拿紅包給我，姊妹沒

見面至今有 20 年了。血緣相連啊！姊妹相親，

更讓我想起「ㄑㄧㄣ」（尋找）我的「阿爸」

（父親）的記憶。如果可以，有人來幫我寫下

我一生的故事，免得有一日我「顛咚」（老人

癡呆）了，我的人生才不會變成黑白。  

※後記：每次去阿姨家時，她的身上總是

沾了不少的泥土，有一次還看到好幾隻螞蟻從

他身上爬出來，對我而言，不可思議。阿姨說，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鋤草、灑苗，因為有太多

的草要除。身材瘦弱的劉阿姨，並不高，所以

看起來幾乎乾癟，但卻更凸顯堅毅強韌的小巨

人形象。灰白色參差的頭髮，臉上佈滿風霜的

考驗，但笑容可掬的臉龐讓人振奮，親切又爽

朗的態度更叫人欣賞。她說，她很直；她說，

謝謝你。我說，很直很好哇；我說，也謝謝你。

劉阿姨的經歷，叫我覺得驚奇，我想，如果不

是時代的作弄，她一定更有成就，她是一個那

麼喜歡學習的人，又是一個那麼善良樂於助人

的人。真的很高興，也很榮幸能幫劉阿姨寫下

 

 

 

 

 

 

 
酒餅的 7種植物：七里

香、大風草、山橘子、

水尖理、過山香、相思

豆；提供者：劉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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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生，感謝她不嫌棄，感謝她讓我如此順利的完成。第一次見

面時，阿姨說，阿我正想要找人寫，不知道要找誰。昨天接近完成

初稿時，阿姨說，原來是土地公冥冥中的安排啦！謝謝阿姨，祝福

阿姨！昨天阿姨叫我今天去找她，心想，不用那麼急ㄚ！結果沒想

到她送我 2 大條新鮮才剛挖的竹筍，又送我 2 個紅龍果，那是很辛

苦種的、不用啦，阿姨說很多，我也要送給我的女兒。來來去去這

麼多回，ㄚ姨又送給我香菇，那種香菇很特別，它長在阿姨家庭院

的大樹下，好多叢聚一起，阿姨給我的是她曬乾的，那天拿來煮湯，

香氣非常濃郁很好吃。香蕉豆腐乳更是極品，真的好謝謝阿姨。看

著阿姨還是一身的泥土灰，她說，這是我ㄚ姆的褲子，太大條了，

我用皮帶綁緊就不會掉下來。要是我，我絕對不會這樣穿啊！勤勞

又節儉、堅韌又敦厚的性情，值得敬佩的客家女性，在阿姨身上展

露無疑。今天是定稿的最後一天，騎著車子剛從阿姨家走出來在天

堂路上時，心裡突然有一股說不上來的淡淡的憂傷，想到阿姨肩上

扛的重擔，想到她那瘦弱的身軀……。今天阿姨又給我一大包水煮

的花生，我說我要買，阿姨堅持不肯，我就收下了。前兩次已經和

阿姨說好，不要再增加內容了喔！今天見面時阿姨又講了她曾經離

家出走、小兒子和蘿蔔糕的事，他特別交代，離家出走是不好的事，

不能寫，而我倒覺得是好事，因為那是上一代堅忍的婦女表達抗議

的美好舉動，是多麼需要勇氣的一種行為主張。坐在電腦桌前，我

又再增添了小兒子和蘿蔔糕的事件。阿姨說，很多事情要邊聊邊講

記憶才會回來，是啊！阿姨的人生有 73 年了，豈是這短短的幾個

字、幾句話能說得清楚？  

每個人都是主角，即使如電影般精彩，也只能濃縮在 1、2 個小

時內結束。就如「謝天」吧！感謝所有的一切，縱使有些許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