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啜著濃烈的美式咖啡，一個人雙手合十，
靜靜地坐在書桌前構思著新書的題材。

外表羞怯的他似乎是一個很安靜的人，但一提到
他正在寫作的企劃，他便會滔滔不絕地解釋他的
理念與想法。不錯，他是一位文字工作者，但他
所著述的，既不是鄉土文學，也不是詩集小說；
他所撰寫的作品，即將成為客家教會重要的宣教
書籍。
吳瑞誠，一個家鄉位於苗栗西湖鄉的客家人，

正在藉由書本將基督教福音傳遍客家的每個角
落。
吳瑞誠目前從事的工作，就是在撰寫和翻譯與

傳播基督教福音的相關叢書，從教會裡的宣傳手
冊，到書店架上宗教類書籍，都會有他的蹤影。
書裡的內容雖然是以宣揚基督教的思想為主要目
的，但在融合了客家文化與歷史的走向後，非但
不會生硬乏味，反而能使宗教變得更生動有趣、
更能令人接受。他的書籍因為是針對族群做傳
教，本身又是道地的客家人，因此所寫出來的作
品能以客家人的立場書寫，容易產生共鳴，對教
會來說也是格外珍貴的。

接受信仰 低潮中找到希望

生長在一個務農的家庭，吳瑞誠家中的經濟狀
況並不甚好。但他的父親秉持著一個觀念：再窮
也要讓孩子受教育，因此不惜借錢讓孩子們讀
書。吳瑞誠對此感念至今，同時也很自豪地說，
這就是客家人「晴耕雨讀」、堅毅不拔的精神。
就是因為父親的堅持，吳瑞誠從初中開始對寫作
起了濃厚的興趣，時常閱讀小說和歷史書籍以增
加自己的寫作素材。
然而，因為一個錯誤的選擇，開啟了他一段艱

辛的人生旅程。那時因為哥哥的建議，他轉到

莊萬貴是北埔郵局經理，但他更為人熟知
的身份是《客家後生人罕得聽過介話》

的編作者。他從小在北埔的客家村中長大，在
就讀國小之前，完全不會講國語。他的母親只
會講客語，此外不會使用第二種語言。而父親
除了客語，就只會講日語。因為是客家庄，全
村幾乎都用客語溝通，因此莊萬貴理應很會講
客語。但是在四十歲的時候，他的客語卻碰到

吳瑞誠自許為客家宣教盡一份心力的文字工作者。
 （張萬邦／攝）

吳瑞誠希望透過書籍能讓客家人能重新檢視自己，並找回
對客家的認同。 （吳瑞誠／提供）

了瓶頸。
一九八八年，《客家風雲雜誌》等團體在台北舉

辦「還我母語」運動，當時社會運動如火如荼，主
要訴求是保存和復興客語。莊萬貴認為「一個族群
最主要的認同是語言」，像是長期居住在台北的哥
哥，練了一口流利的閩南話，別人都不曉得他是客
家人，而鄉下很多外省人，講一口流利的客家話，
大家也都不曉得他們是外省人。所以莊萬貴認為語
言是族群最大的認同，萬一客家話消失了，客語將
僅僅是一個名詞，而不是真正存在著。

教小孩客語 反被考倒

客家話祖訓說「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當
時莊萬貴覺得自己的孩子已不太會講客語，因此規
定就讀小學一年級的兒子回到家中一定要講客家
話，如果有不會的客語，可以用國語請教他。當時
莊萬貴差不多四十歲了，他認為自己的客家話已經
很厲害了，但之後發現那只是日常生活用語而已，
被兒子問到一些深入的問題時，他大多都不會。這
時，他就會打電話向新竹縣海陸客家文化協會首任

理事長詹益雲請益，一個禮拜差不多都要打三、四
次以上。
後來詹益雲跟他說：「你不如跟我去義民廟學客

家話吧。」莊萬貴說：「你七十幾歲，八十歲了還
學客家話嗎?」詹益雲老說：「要喔，要讀那個古
文，唐詩、宋詞的朗誦，還有古文觀止。」之後，
莊萬貴決定去學客語，才發現自己根本沒辦法文讀
客語。當時才警覺：要說客家話，真的要學，不僅
僅是日常生活的用語，還要去讀文章、古文。

不懂的辭彙 請教耆老

下定決心學好客語後，莊萬貴邊問邊學，不斷在
過程中精進。他開始特別留意老人家的對話，仔細
聽他們所講的每一句話，才發現，其實以前在和父
母對話時，就有很多不懂的詞彙，只是自己都沒有
注意到。
一開始莊萬貴只是想了解自己到底還有哪一些客

家話是沒聽過的、還有哪些是不會講的，才開始注
意長輩們的對話。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原來自己
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當他聽到一些很艱深、聽都
沒聽過的詞，他就會跑去問一些五、六十歲的人。
但有些詞彙就連老人家也沒有聽過、也不知道。這
時莊萬貴下定決心要把這些詞彙保留起來，於是他
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一天一天記，經過三年多，

莊萬貴和妻子兩人感情很好，都是北埔人，曾就讀同一所小學，但在工作後兩人才認識。（陳佩瑄／攝）

吳瑞誠的得意之作《南庄》、《完美客家人》。後者甚至被基督教協會認可為優秀傳教作品。（張萬邦／攝）

吳瑞誠檢閱最近作品的企劃書，希望發行更多書籍，宣揚
客家文化與傳教。  （張萬邦／攝）

美國去攻讀電腦工程，並留在當地工作。回想起那
段過往，吳瑞誠說「那是一段痛苦經歷」。內向害
羞，不善與人交際的吳瑞誠在人生地不熟，語言又
不通的情況下，承受著極大的壓力，那時甚至有自
殺的想法。
幸好，吳瑞誠在讀書的時候認識了中國留學生所

組織的基督教團契，不但讓他在人生最低潮時找到
可以依靠的避風港，也從中找到一股穩定的力量，

學習去依靠並仰望神。吳瑞誠說如果不是因為神找
到了他，現在他可能無法坐在這接受訪談。接受信
仰，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捩點，也漸漸地改變了他面
對人生的態度。

寫作翻譯 記述客家歷史文化

從美國回到台灣後，吳瑞誠開始照顧罹患失憶症
的母親，照顧母親之餘，他重新拾起筆，翻譯與基
督教相關的叢書，如《兒童愛之語》、《神學的故
事》等等，都備受出版社的青睞，常常登上暢銷書
籍的排行榜。其中《神學的故事》，更被北京大學
出版社易名為《基督教思想史》，採用為宗教研究
的題材。吳瑞誠終於苦盡甘來，找到適合並自己所
喜愛的工作。
但是真正讓吳瑞誠開始自己創作，卻是一件奇妙

的經歷。那時客家福音協會請吳瑞誠去做一些關於
客家基督徒的生命歷程報導，吳瑞誠在寫作和翻譯
經驗的累積下，以巧妙的文筆描述了各個受訪者動
人的生命故事。而當吳瑞誠將報導整理提交後，竟
被客家福音協會出版成書籍《傳奇家族在南庄》。
這從此開啟了他的寫作生涯。吳瑞誠的作品常常將
會透過客家的文化與歷史，勾勒出客家人最細膩的
情感，讓客家人能真正認識自己的根源，也在之中
藉著自己對基督教的認識與生命奇妙的經歷，將基
督教思想和聖經的觀念導入，讓客家人能夠尋找生
命真正的泉源。
例如作品《完美的客家人》正是個典型的例子，

裡面不但涉及到客家人祭祖的儀式，還提到了愛國
詩人文天祥、太平天國革命等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
和事件。從這些案例中可以發現客家人最深層的思
想和千百年來的處世之道，也可從故事裡面找出和
基督教思想相符的觀念。

宗教傳播 填補客家文化不足

當問到為何想要藉由宗教來改變客家社會，吳瑞
誠笑著說道，其實客家社會文化的精神都是很好
的，但是如今客家的文化面臨了挑戰，客家人對自
我的認同也愈來愈薄弱。「很多客家文化觀念的本
質都很好，像是慎終追遠的精神我就很喜歡，但是
他們沒有尋找到真正生命的根源」，吳瑞誠表示。
他希望藉著書籍的出版，把基督教介紹給客家

人，填補客家文化的不足，使客家人能重新檢視自
己，並找回客家人對客家的認同。對於客家人這個
概念，吳瑞誠也有一番見解：「李白說，『夫天地
者，萬物之逆旅。』其實每個人都是這個世界的客

家人，都在尋找自己的歸宿。
對於吳瑞誠的宗教思想，親朋好友曾經很不諒

解，還曾有過惡意的批評，如今卻也不再持反對的
態度。看到他內心改變所散發出的行為和氣息，讓
他們知道他並不是一位離經叛道之徒，只是想要提
供客家人另一個對於生命的答案。
現在，由於教會的支持和書籍的暢銷，吳瑞誠正

準備建立自己的工作坊，目的當然是藉由他的書籍
有系統地傳播基督教給客家人。他認為從一個已知
文化去探討未知的聖經信仰，能夠達到文化會通的
效果，更能博得客家人對基督教與聖經的好感。

新書企畫 寫偉人典範孫中山

目前，有幾本書正值企畫中，其中一本更是有關
客家界的一名偉人，同時也是基督徒的孫中山，吳
瑞誠希望藉由這項作品來讓客家人學習孫中山的典
範，去思考他成功的背後原因為何。吳瑞誠興奮的
表示，「我的想法很多，這只是其中的一項企畫而
已，還有更多等著要付諸實現」。
吳瑞誠，一個曾經對自己毫無自信的人，在經過

宗教的救贖後，希望透過書籍的創作，讓更多客家
人也來認識基督教。

而在教授客語時，因為許多學生都比莊萬貴年
長，有時在教學時講錯，「學生們」就會提醒
他一下。其實，雖然是助教，莊萬貴認為師生
們其實是互相學習、教學相長的。
三年前莊萬貴經大家推選，擔任新竹縣海陸客

家語文協會理事長，首要任務就是要傳承客家
文化，把它發揚下去，於是協會規劃了許多課
程與活動。在課程方面，有開正音班，分成春
季班、秋季班，主要是拼音，還有古籍漢文的
導讀。也有開設客語中高級認證輔導班、唐詩
宋詞的研習班。這些課程的首要目的就是訓練
客語的講師，並鼓勵他們考薪傳師認證，這樣
一來在舉辦活動時擔任裁判、評分，大家就比
較信服。到目前為止，協會已培育十幾位薪傳
師了。
在活動方面，協會每一年都會舉辦全國唐宋詩

詞朗讀比賽、看圖說故事比賽、稻草節等，讓
大家回憶一些客家農業的生活。

華客語轉換 下一本書

而莊萬貴的下一步就是要做溝通，他想要再
出一本書，書名暫訂為《華客語轉換》。因為
現在大家的共通語言是國語，它比母語還普
遍。母語是用口耳相傳的，沒有系統性，而國
語是大家從小到大都在使用，從所謂的ㄅㄆㄇ
正音，到童詩童謠，一直到短文、白話文、文
言文，經過一套有系統地訓練，效果會比母語
好。莊萬貴的華客語轉換就是以華語為主，華
語和客語唸法不一樣的詞彙，才會收錄進此書
裡。
莊萬貴回憶起大約十年前參加客家雜誌舉辦的

夏令營，教授客語的人竟然是閩南人，讓他相
當感慨 。他認為語言是不屬於特定族群的，只
要打從心裡認同，閩南人也可能講得比客家人
還好。但如果客家人不會客語，還要閩南人來
教客家人客家話，這就是件很悲哀的事。莊萬
貴語重心長地說，希望客家人能對自己的語言
有所認同，自己要爭氣！

莊萬貴擔任客語助教、新竹縣海陸客家語文
協會理事長等多種職務，但其實他的正職是
郵局經理。在郵局工作接觸的人多，和別人
寒暄時，常會有意外的收穫。
像是有個老闆，常常會拿一些客家歇後

語、謎語、師傅話或一些很無厘頭的東西考
他，然後要莊萬貴隔天給他答案。而有些人
會問他像是網路、電腦這一類的新名詞要怎
麼講，通常他會回答「直接發那個音就可以
了」。
有一次有民眾問他：「麥克風客家話怎麼

講？」莊萬貴回答：「問我的祖父他也不
會，他以前又沒有麥克風，他也不知道麥克
風客家話要怎麼講，如果你問他電腦的客家
話怎麼說，他一百年前哪有什麼電腦，他會
打你的頭，然後和你說頭腦就頭腦什麼電
腦！」讓對方聽了啞口無言。
最近莊萬貴編了一本新書《客家老古人言 

海陸腔詞彙篇》，書中把歇後語依罕見程度
給幾顆星，最特別的是他還把某些詞彙列為
「保育類詞彙」和「瀕臨絕種類詞彙」，令
人看了不禁莞爾。 （陳佩瑄）

郵局經理 鄉親的客語字典

■採訪側記■

這次整個客家媒體人採訪的作業還真是不
容易，遇到了許多困難。原先在同學的介紹
下要採訪歌手徐筱寧，後來卻因為她生病而
遲無音訊，只好放棄採訪她而另覓他人。
最後才在學員團契輔導的介紹下找到了吳瑞
誠。為了害怕訪談遲到，提早了一個小時到
達經由苗栗海線的後龍站。沿路上，其實我
一直很苦惱到底該如何訪問這位即將面對的
受訪者，因為他畢竟是一個站在基督教立場
的文字工作者，我很害怕這次訪談會過於宗
教化。
而整個訪談的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因為經

驗的不足和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而無法主
導整個場面，事後回想，發現很多問題忘了
問，或是問的時機點不對。而吳瑞誠不是個
善於表達的人，加上我們採訪地點位於火車
站樓下，常常會聽到廣播與火車呼嘯而過的
聲音，讓我在聽錄音紀錄時吃了不少苦頭。
但現在回頭來看這件事其實還蠻有趣的，

也還蠻有意義的，讓我提早體驗了一個文字
記者的工作，也讓我學習到不少經驗。如果
下次還有這樣的機會，我一定會想辦法不要
重蹈覆轍，讓我的報導能夠變得更為生動有
趣。 （張萬邦）

採訪錄音 火車呼嘯而過

■採訪側記■

■陳佩瑄／報導

莊萬貴
編篡罕得聽過介客家話

老古人言 學問多

■張萬邦／報導
吳瑞誠
書寫傳播客家福音

生命探源 尋找神奇力量

莊萬貴編輯的客語教學書，其中《客家老古人言—海陸腔
詞彙篇》一書還把歇後語分成「保育類詞彙」和「瀕臨絕
種類詞彙」。 （陳佩瑄／攝）

莊萬貫一家人常會出外踏青，是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活
動。 （莊萬貴／提供）

集結成一大本。當時詹益雲，也就是莊萬貴的客語
啟蒙老師，鼓勵莊萬貴把他的紀錄印成書，傳承下
去，和大家分享。
在紀錄的過程中，莊萬貴盡量向只會說客家話的

老先生請益，當時他心想：「慢慢地，他們就凋零
了，以後就沒得問了」。於是他就盡量去問，並多
方面求證，例如他會去問竹東的、北埔的，或是芎
林的，問他們是否也有聽過這些話。有些老人家會
說他們已經四、五十年沒有聽過這一些話，但是還
記得、也很懷念。
出書後，莊萬貴很高興自己為客家話留下一些紀

錄、資料，讓後代的人可以翻閱這些工具書來看。

導讀古漢文 教授拼音

現在莊萬貴都會利用平常下班閒暇之餘在社區活
動中心擔任古籍漢文導讀、古文觀止的助教，最主
要就是要教別人學會拼音。
在教授客語的過程中，莊萬貴發現到一個有趣的

現象，那就是會來學客家話的人大部分都是退休的
老人家，年輕人反而不多。他教的幾個社區的學
生，一班二十幾個，幾乎都是銀髮族。其實很多老
人家沒有經過訓練，去讀文讀也不會很流利，但年
紀更大的，有受過訓練的，就讀很快，讀文章就像
跟別人對談一樣，不用經過大腦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