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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縷縷金色的光芒徐徐拉開了晨曦的帷幕，燦

爛的陽光從層層疊疊的雲層間穿透下來，飽滿低

垂的金黃色稻穗隨風舞動，「卡卡卡」的收割機

引領著老饕級的白鷺鷥，循著泥土的芬芳，佐上

清新的稻草香，恣意享受著大餐。突然，收割機

上一雙黝黑的手對我揮舞，我大叫一聲：

「阿伯公，恁早！」倏地成群結隊的白鷺

鷥不約而同振翅起飛，鋪在地上的一層白

地毯瞬間被掀起，飛向山的那一頭，這不

是一幅畫，這是我的家鄉，我的日常。

初夏阿勃勒盛開，馬路兩旁張燈結綵似

的掛著金黃色的花串，裝點著寧靜的小村

落，綻放熱情。我最喜歡傍晚時分迎著徐

徐微風，踩著腳踏車，穿梭在這黃金小鎮

上，大口大口呼吸純樸的味道。有時駐足

在開滿縞白花瓣的杭菊田中，我看見了苗栗農

民努力的付出時間和心力，灌溉出一朵朵綻放的

杭菊；在燈火通明且繁忙的街頭巷尾，我看見每

個苗栗人努力打拚，就像先民們不畏前方是否有

路，但為了求得一線生機，仍帶著一生的信仰來

臺開墾的堅毅背影。

在每年農曆三月的白沙屯拱天宮，當蔥青的山

丘上開滿純白油桐的花苞時，東風將桐花盛開的

希冀吹向山下的小鎮，撞擊在白浪翻騰的堤防邊

。不管是人聲鼎沸的早市，還是搖曳著一片綠意

盎然的稻田，期待的氛圍滿溢了整個苗栗，虔誠

的善男信女們都為了媽祖一年一度的繞境而悸動

著，盼著大日子的到來。

伴隨著擲筊清脆落地的聲響，有著慈母面容的

我居住在苗栗造橋，是一個純樸的小鄉鎮。

兒時的我，小小的身軀總是騎著腳踏車自由自

在的穿梭在鄉間的大街小巷裡。

雖然出生在客家家族，我卻不大會說客語。

小時候家裡有個年節傳統，就是除夕夜領紅包

時，晚輩必須用客語向長輩說一句吉祥話。所

以，我總在領紅包之前，急匆匆的向阿婆求助

，而阿婆則會不厭其煩的教導我。雖然她偶爾

也會教到生氣，對說我「恨鐵不成鋼」，但我

還是很努力的學。

還有一次，一位長輩到家中作客，閒談間，

他突然用客語問我：「妹妹，你會講客家話嗎

?」我立刻用不大標準的客語回答：「會！」

當時其他長輩也盯著我看，手足無措的我只能

傻笑的想著：「唉呀！我這不標準的客語可要

出糗了！」沒想到長輩們卻說年輕人會講客語

很好，有機會要多講。而這也是我第一次跟外

人用客語溝通，這種引以為榮的感覺，讓我想

更進一步的認識客語、學習客語。

每到五月，樹梢上一朵朵雪白的油桐花紛紛

飛落，宛如下雪般的夢幻。油桐花的花蕊點綴

著紅黃兩色，細細的嵌在淨白的花瓣中，顯得

格外高雅。閒暇時，尋一棵桐花樹在樹蔭坐下

，配上一盞熱茶，簡直是人間天堂。

客語、油桐花、藍

天白雲的風景，都是

我家鄉獨有的特色，

也是伴隨我成長的回

憶。再一次的清晨、

再一次的啟程，我想

我會更加喜歡這個帶

著人情、美景的地方

——這是「苗栗，我

的家鄉」。

為鼓勵學生積極寫作表達，苗栗縣政府與國語日報社

共同舉辦「111 年苗栗縣提升中小學生寫作能力徵文

比賽」，以「苗栗，我的家鄉」為題。本次參賽作品

， 國小組（五六年級 ）共有  一百六十三件，國中組

（七八年級）有五十八件，兩組各選出十名優選作品

。國中組優選作品將從四九六期刊登至四九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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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乘上閃著金光的神轎，信眾們虔誠並整齊

的呼喊著：「進呵！進呵！」鑼鼓聲漸漸變得

急促，直到臨界點才聽見信眾們如雷的雀躍歡

呼聲。神轎在鑼鼓急促和萬人空巷中開出一條

筆直的大道衝了出去，留下了震耳欲聾的鞭炮

聲、空氣中瀰漫的灰煙和滿地的鞭炮殘渣；就

算路途遙遠也不卻步，因為艱困環境而共患難

的同理心，成為苗栗獨特的一道風景線。

只要在這個遊行隊伍中，都是相互幫助的戰

友、旅伴，就如同伴隨著信仰來此地開墾的先

民們，一往無前，為了同樣的目標而不退縮。

就算雙腿被痠痛盤據，就算汗珠從前額滾落遮

住了視線，不論男女老少，我都在一雙雙眸子

之中看見了自信的光彩，以及努力跟上隊伍的

急切。

相信媽祖會保佑他們的虔誠期盼、不放棄的

精神和苗栗最美的風景——人。

在陶色公路上欣賞各式各樣的陶罐作品，有時

停留在伯公廟前玩耍休息，有時徘徊在紅棗園

前看著一顆顆又綠又紅的小果實，有時逗留在

石圍牆，緬懷前人留下來的印記，靜靜的享受

鄉村風情，這是我的家鄉，我的日常。

每到芥菜採收的季節，我總會和奶奶到老村

長家湊熱鬧製作酸菜。一群人擠在大桶子裡踩

芥菜，大人踩著專業、小孩踩著嬉鬧。長大之

後漸漸了解，在這個村子裡的人，不管婚喪喜

慶，大家都是互相幫忙，有人結婚嫁娶，我們

就有美味的麻糬可以享用；有人生了小寶寶，

我們就有油飯和雞腿品嘗；有人升官高中，我

們也會一起慶祝分享；有人種植蔬菜水果收成

，我們就有農作物交流。大家知足安命，彼此

好像是熟悉的一家人，濃濃的人情味就是這裡

最美的風景，這是我的家鄉，我的日常。你喜

歡我的家鄉嗎？歡迎來我的家鄉苗栗公館。

客語 油桐花
文／黃郁涵 ( 苗栗縣造橋國中八年孝班 )

公館鄉村風情   
文／傅聖鈞 ( 苗栗縣建台高中國中部一年丁班 )

媽祖繞境   
文／陳彥瑾 ( 苗栗縣照南國中八年九班 )

苗栗縣提升中小學生寫作能力  徵文比賽

（ 因篇幅有限，部分作品節錄刊出。）



14學生
園地 第 497 期

我是一隻在大霸尖山翱翔的蒼鷹，總喜歡展開

雙翅，飛翔在我的家鄉上，讓美景盡收眼底。

從高空俯瞰山城的丘陵低谷，一叢叢的油桐花

染白山野，那純潔的白，是新娘的禮服，喜氣洋

洋的把春天嫁給蔚藍的夏天。我喜歡盤旋在討人

歡喜的五月雪上，感覺每一簇都是一首歌，在山

林間傳播嘹亮。　

俯衝而下，永和山水庫是一座沒有水門和水閘

的水庫，漫步在環湖步道上，沉浸在水庫浩瀚的

波光瀲灩，欣賞水庫山水相映的風光。我停駐在

水庫上方的涼亭上，享受被微風吹拂，以及一大

片山明水秀的優閒。　

再度振翅高飛，目光被苑裡鎮一大片金黃色的

五月的苗栗山水一向極好，適逢油桐花季，我

漫步來到永和山。盛開的花兒如雪片般鋪滿了路

面，幾片飛雪從空中飄然落下，點綴了鬱鬱蔥蔥

的山林，在夏天成了別有一番風味的雪景。

涼風徐徐吹，一大片綠蔭，宛如沒有桃花的桃

花源。走累了，到山腳的茶樓喝一杯道地的客家

擂茶，吃一口又軟又糯的花生麻糬，遠眺遼闊的

山林，靜聽花開花

落，坐看雲捲雲舒

，李涉的「偷得浮

生半日閒」，當之

極矣。

苗栗的美食一向

出名。午時，飢腸

轆轆的我，來到頭

份義民廟附近還未

窗櫺留了小小的縫，一朵油桐花溜了進來。

她輕拂我的手心後，又飛了起來，帶領著我踏

上一場奇妙的旅程……。

我追著她，來到茂密的相思樹林。她飄到一

隻母石虎的鼻頭上，一隻害羞的小石虎躲在母

石虎後頭偷看我。我試著靠近，他們卻羞怯的

退了幾步。

「戈吱！戈吱！」我聽到工人們的

談笑聲。不！是架設石虎步道的聲音

。小石虎躲進媽媽的懷裡，母子倆看

著步道，露出了驚奇的神情，瞬間穿

過了馬路、溪流，來到新的天地。小

石虎打了一個噴嚏，油

桐花又飛了起來。

我繼續跟隨著油桐花

奔馳到汶水橋後，累得

停下腳步，看了看道路

兩旁，盡是農夫們努力

的心血——一顆顆嬌豔欲滴的草莓。油桐花飄

到老農夫的衣服上，我摘了一顆草莓，咬了一

口，甜與酸的饗宴，在味蕾中飄散開來！我大

喊：「真好吃呀！」老農夫臉上流露出「辛苦

都值得」的表情。老農夫擦擦汗，油桐花又飄

了起來。

油桐花飄呀飄，落在「受傷」的「龍騰斷橋

」上，經過橋下小草花兒的照料，「龍騰斷橋

」笑了！我撫摸著橋，橋也摸了摸我的頭，說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當時，我還在

睡夢中，地面突然不斷搖晃，我被驚醒了！還

好我夠強壯，只受了小傷，可是這些傷口永遠

也無法癒合了。」油桐花和我都告別了朋友，

一片花瓣掉落了。

油桐花，飄回我的手心上，我闔上雙手，回

味著這真善美俱全的家鄉之旅。

為鼓勵學生積極寫作表達，苗栗縣政府與國語日報社

共同舉辦「111 年苗栗縣提升中小學生寫作能力徵文

比賽」，以「苗栗，我的家鄉」為題。本次參賽作品

， 國小組 （ 五六年級 ）共有 一百六十三件，國中組

（七八年級）有五十八件，兩組各選出十名優選作品

。國中組優選作品從四九六期刊登至四九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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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攤的早市，走入一間常去的麵攤，店裡早已

高朋滿座，只得與人共桌寒暄。點一碗熱騰騰

的湯麵，切一盤鹹香帶勁的豬頭肉，沒有過多

的裝飾與調味。鮮甜的湯頭和Q彈的麵條在舌

尖跳著華爾滋，我稀哩呼嚕的將碗盤掃空，擦

了擦嘴，滿足的離去。這一餐，讓我品嘗了道

地的人情味。

苗栗的城市一向熱鬧。傍晚，住在頭份的我

，與友人相約逛街，先到人山人海的購物中心

看了場電影，再到附近的街道散心。街頭藝人

賣力的敲打著爵士鼓，也敲響了頭份的夜生活

。五花八門的店家林立，閃爍的霓紅燈令人目

不暇給，原本該是墨色的夜卻亮如白晝。在排

隊買珍珠奶茶的隊伍中，不斷聞到香雞排誘人

的香氣；在隔壁攤射氣球的「砰！砰！」聲中

，挑選我需要的手機殼。住在這裡的人無須記

憶何時有夜市，因為夜市天天都在。

深夜，我看向窗外一片寂靜的城市，輕輕說

道 :「苗栗，我的家鄉，真好！」

稻浪，以及白沙屯粉紅超跑的人龍吸引，善男

信女背著令旗繞境進香，形成一條長長的巨龍

，蜿蜒在豐收的稻田之中，證明了媽祖的護佑

和神蹟。

飛累了，準備返家，在有著優美弧度的龍騰 

斷橋上小憩。曾經的雄偉，已被地震摧毀，如

今只剩下橋墩供遊客欣賞。雖然無法看見龍騰

斷橋昔日的完整風貌，但留下來的部分也別有

一番風味，是臺灣目前僅存的幾座糯米橋之一 

，可以說是臺灣建築藝術的極品；遇上油桐花

季，在雪白般的花朵襯托之下，更加壯觀。

聞著泰安鄉的溫泉氣味，看著馬拉邦山的醉

人楓葉，聽著泰雅族人在山林間的雄厚歌聲，

撫摸著活了幾千年的神木，我回到了大霸尖山

。我是一隻住在苗栗的蒼鷹，完成了巡禮家鄉

的旅程。

真善美之旅
文／李芃軒 ( 苗栗縣竹南國中七年七班 )

從高空俯瞰山城
文／蕭辰瞳 ( 苗栗縣君毅國中七年二班 )

頭份夜生活
文／羅宇晨 ( 苗栗縣照南國中八年二班 )

苗栗縣提升中小學生寫作能力  徵文比賽

（ 因篇幅有限，部分作品節錄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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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學生積極寫作表達，苗栗縣政府與國語日報社

共同舉辦「111 年苗栗縣提升中小學生寫作能力徵文

比賽」，以「苗栗，我的家鄉」為題。本次參賽作品

， 國小組（五六年級 ）共有  一百六十三件，國中組

（七八年級）有五十八件，兩組各選出十名優選作品

。國中組優選作品從四九六期刊登至四九八期。

苗栗  我的家鄉  

3-3苗栗縣提升中小學生寫作能力  徵文比賽

小巧可愛的桂花，裝點著林中小徑，隨著徐風

攜來陣陣清香。一個活潑的小朋友將蒲公英摘下

，輕輕一吹，我便與清香作伴，隨風而去，展開

我的落地生根之旅。

微風徐徐，湛藍的天空，飄著我這顆潔白無瑕

，帶著羽毛的蒲公英種子，與地面上如紅寶石般

被芬多精降下祝福的貓狸山，宛若被藏匿的世

外桃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遠近馳名的功維敘隧

道，隧道裡流光溢彩的霓虹燈，讓你彷彿置身仙

境；穿出隧道時，又好似從深淵中重見曙光，斑

駁的紅瓦磚不禁讓人感嘆歲月匆匆。

苗栗，一個充滿客家美食的地方。薑

絲炒大腸，那酸溜溜的醋香，總是讓人

愉悅抖擻。梅乾扣肉，那狡滑的重鹹，

總能讓人食欲大開；而肥滋滋的滷肉，

讓你口中彷彿剛跳完一支罪惡的舞蹈。

客家桐花季，那簇簇的油桐像極了靦腆

的新娘，中心的花蕊是她羞紅的面龐，在撲鼻的

花香中，我聞到了桐花的純樸，她不像玫瑰般豔

麗，也不像芙蓉般脫俗，更別提蘭花的孤高。她

只是一朵竭力綻放自己的油桐花。

福菜節，甕甕的福菜展現出客家精神，早期科

技尚未發達，人們為了保存食物，於是採用鹽漬

法，用重鹹殺菌的同時，也促進了食欲。在福菜

的重鹹中，我嚐到了農夫的汗水與苦澀。

苗栗，我的家鄉，一個倩麗的所在，美在她高

聳矗立的群山，美在那包羅萬象的文化，美在她

的和藹可親。自我年幼，就在她的寵愛下成長。�

 （因篇幅有限，文章皆節錄刊出）

苗栗，是我出生和生活的地方，有高山、有小

溪，還有一個個佇立在田野中的稻草人，以及像

階梯般種了各式各樣植物的田地，這些都是城市

中看不到的美麗風景。

如果想了解這裡的歷史與文化，九華山的客家

文化園區裡收藏許多來自客家先民的物品，每個

場館還有不同的解說及小小的互動設施，看累了

，可以到園區內的生態園走走；客家圓樓，是模

仿古代建築而建造，昔日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外敵

和野豬攻擊，在沒有鋼筋水泥的年代，可以蓋得

浪漫的五月雪隨著風飄落在山中的小徑，輕輕

的在地上鋪成一片純淨的白色大道。如此美麗的

畫面，來自我的家鄉─苗栗。

苗栗因為地形關係，沒有進行太大的開發，也

因此讓苗栗保留了最濃厚的客家人情。好客是我

們的天性，舒適緩慢的生活步調更是一大特色。

山林的阻隔，讓苗栗在這步調飛快的城市裡，有

一處自己的寧靜空間。迎面而來的微風，參雜著

蒲公英翱翔
文／彭永鑫 ( 苗栗縣照南國中八年七班 )

最熟悉的家鄉味
文／葉美惠 ( 苗栗縣大同高中國中部二年二班 )

探索客家文化
文／吳昕潔 ( 苗栗縣文林國中八年一班 )

世外桃源 貓狸山
文／林子晉 ( 苗栗縣建台中學國中部二年庚班 )

這麼高，堆疊得這麼工整細密，宛如幽浮。

傳統的菜色有客家小炒、薑絲炒大腸、梅乾

扣肉等，都值得品嚐看看。早期食物因保存不

易，多為晒乾、醃製等加工食品，這些都反映

了客家族群刻苦耐勞的生活哲學。

所謂：「美不美，故鄉水；親不親，故鄉人

。」對我而言，最美的、最有感情的一定是出

生、成長的

家鄉。不論

是否功成名

就，家鄉永

遠擁抱歸來

的遊子！

的紅棗相互映襯。豐美的紅棗向我招了招手，

我與她分享了這趟旅程的所見所聞，還吃了頓

大餐，帶著紅棗對我的期許，緩緩起飛。

飄過小巨蛋，我來到繽紛的功維敘隧道。陳

舊的牆壁向我述說著百年歷史，我則用我那絨

毛般的降落傘，輕輕拂了拂磚牆。

往北邊飛，我來到了象徵苗栗精神的建築物

─客家圓樓，高聳的牆壁、狹小的窗口，給

人一種危險的肅殺感。一入窗，過往的歷史歷

歷在目，寬敞的空間給人一種安全感，與外面的

肅殺之氣形成強烈對比。木質的裝潢和書法掛軸

，讓人一走進，彷彿變成文質彬彬的書生，咀嚼

著客家人的文化和傳統。

來到了最後一站好望角。微微的海風吹拂，帶

來陣陣大海的氣息。巨大的風車轉呀轉的，卻吹

不動我，我想在這落地生根，化作另一棵蒲公英

，用我小小的身軀守護家鄉。等到有一天我成長

茁壯了，將再化做無數的蒲公英，在苗栗翱翔。

青草香和泥土味，是這塊土地最天然的香氣，

深吸一口氣，感覺全身累積的壓力，都在此刻

釋放了。純樸就是苗栗帶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一大碗白飯，配上梅乾扣肉，再淋上一點醬

汁，就是非常飽足的一餐。以前客家人因為生

活不容易，都會刻意將菜的口味做得特別重，

一點點的菜配上好幾碗的白飯，既省錢又能吃

飽。但對於來到家中作客的人，就會端上一杯

熱騰騰的擂茶招待。一碗簡單的梅乾扣肉飯、

一杯濃郁香醇的擂茶，是我對苗栗的味道，也

是我最熟悉的家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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