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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尞个古坑 (p.01-02) 

 

 一年一度个「 古坑咖啡節」 活

動， 逐年在雲林縣古坑鄉嶄然出名

个逐個觀光所在辦到真鬧熱， 地點

包含： 古坑綠色隧道、 荷苞山觀光

果子園、 華山咖啡園區等等。 就近

猶有慈光寺、 劍湖、 鐵國山抗日遺

址這兜文化景點， 好風光， 滿足靚

个。  

 小甜、 小蜜這對姊妹子， 和去

尞過个同學講真多古坑好尞擱好食

个所在， 兩儕聽到心撓撓， 黏時走

轉拁屋下人講， 阿怙阿勇即趁難得

个歇睏日， 渡歸屋下人共下去劍湖

山遊樂世界遊尞， 擱去就近出名个

景點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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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坑三寶 (p.03-04)  

  

 阿勇歸屋下人， 坐在臺灣中部

頭高个摩天輪面上， 欣賞窗子外頭

个好景色， 直頭喝咻。 這時， 阿怙

問講： 「 小甜、 小蜜， 你人知古坑

有三寶無？ 」  

 小甜搶打先回答講： 「 𠊎知！ 

𠊎知！ 係人參、 貂皮、 烏拉草， 著

無。 」  

 阿依笑哈哈講： 「 你講毋著啊！ 

遐係東北三寶啦！ 古坑三寶係咖啡、 

柳丁、 竹筍好。 」  

 「 阿依講著啊！ 有這三件以外， 

其實古坑猶有足多寶咧！ 等下阿怙

即渡你人滿那位去探望！ 」 阿怙笑

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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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虎个化身 (p.05-06) 

  

 歸路， 䀴著高高低低个檳榔和

咖啡樹， 姊妹子歸面真興！  

 阿怙解說： 「 因為產地有堵好

个氣候和優質个泥， 所以古坑咖啡

品質十分好， 和日本天皇嘛真誠安

哢咧！ 」  

 「 唉！ 日本天皇仰子會來臺灣

啉咖啡？ 」 小甜歸面疑問講。  

 阿依回答： 「 遐係因為日本人

識統治過臺灣啊！ 」  

 阿怙接落講： 「 係啊！ 頭頭下， 

臺灣人民根本無法度接受這個事實， 

抗日運動即若像風起雲湧共款， 無

法度擋恬。 著啊， 等下人討去个

果子園就近， 即係雲林傳奇个抗日

義士柯鐵虎在古坑个基地─ ─ 大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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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 人攏喊鐵國山。 」  

 「 名號恁大啊！ 敢講佢即係傳

講个『 變形金剛』 柯博文和霸天虎

个化身。 」 小蜜搖頭晃腦講。  

 阿依哈哈笑講： 「 小蜜電影䀴

傷多， 傷會烏白想啊。 柯鐵虎， 本

名喊做柯鐵。 」  

 阿怙接落講： 「 其實！ 古早有

人傳講柯鐵个阿依降佢个時， 發夢

著一隻烏老虎撲向間底， 佢即降出

來啊。 傳講老虎化身个柯鐵虎个名， 

嘛即恁通人知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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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咖啡和檳榔 (p.07-08) 

 

 小蜜接落問： 「 阿怙， 先毋使

管烏老虎、 白老虎啦！ 這个樹生到

足奇怪个！ 仰子面上有檳榔樹， 下

腳有咖啡樹咧？ 」  

 阿怙回答講： 「 在檳榔樹下種

咖啡樹， 係因為咖啡樹係半日照植

物， 檳榔樹在面上會用得著真罅个

日頭光， 又會用有遮影个效果， 兩

儕各得著佢愛个， 共下大頭共下活。 

農民利用植物生⾧个特性， 正形成

這種特別个情景。 」  

 著面答詑著面欣賞風景， 無一

下子， 佢人即到位古坑『 華山咖啡

園區』 。 這在辦咖啡嘉年華會活動， 

不時猶會用鼻著重重个咖啡香， 歸

屋下踅到歡頭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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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 這个煙腸鼻起來特別香！ 

阿怙， 你緊來這䀴， 有賣咖啡口味

个煙腸呢！ 」 小甜好定泥大聲喊， 

䀴擔子賣个煙腸直直流口涎。  

 阿依笑笑講： 「 丈夫， 細子攏

枵啊， 即來買在路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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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鐵國山義軍 (p.09-10) 

  

 無幾久， 一陣人來到鐵國山步

道了後， 阿怙即口涎咂咂講： 「 柯

鐵虎乳名『 阿榮』 ， 細漢練武个時， 

師傅頭感覺佢个手骨𠕇到像鋼鐵， 

即喊佢『 鐵个』 ， 對遐時起即得人

喊做柯鐵啊。 日本佔臺灣了後， 佢

䀴著日本人直頭欺壓臺灣人， 即

進行武裝抗日， 死嘛討爭自主權， 

啊佢个好兄弟劉德杓、 黃才、 張呂

赤和賴福來嘛加入其中， 和柯鐵虎

配合真好勢， 人喊『 大坪頂五虎

將』 。 」  

 阿依補充講： 「 雖然柯鐵虎个

鐵國山抗日武裝集團人數無幾多， 

嗄恬有法度少拚多， 得日本軍望山

苦慼。 久久嘛打毋會落來个日本軍

隊， 即進行全然無人性个徹底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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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計譯， 報復屠殺， 䀴人㓾人， 見

屋燒屋。 斗六和古坑這跡位个莊頭， 

目珠望過去歸下變做燥土， 即後代

人講个： 雲林大屠殺事件。 」  

 小甜、 小蜜共下問： 「 落來

咧？ 」  

 阿怙讚嘆講： 「 過了這件事， 

莊民做一下偎靠柯鐵虎， 拁大坪頂

守到難打難攻， 日本軍正拁大坪頂

喊做「 鐵國山」 。 識有人形容當時

柯鐵虎㓾日本軍人即像鬼影共款， 

在樹林內出出入入， 走來走去， 銃

聲起起落落， 正有䀴著日本兵一個

個跈聲倒落來， 驚到日本軍三魂七

魄散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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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別个喊聲 (p.11-12)  

  

 大家著面健行， 著面講天講地， 

顛倒輕鬆快活跋到山崠个觀景臺。 

這時， 耳子利个小甜聽著就近个蓄

水池直頭傳來特別个喊聲， 發現水

池內底有幾下隻青𧊅歇蹛， 攔緊喊

大家過來䀴。  

 小蜜歡喜講： 「 阿依， 阿依， 

你䀴有足多𧊅子呢！ 」  

 阿依笑笑應講： 「 遐係諸羅青

𧊅， 係臺灣个特有種哦！ 因為佢歇

蹛个所在定著愛滿足天然又淨俐个， 

這會用䀴著諸羅青𧊅， 即代表環境

無得人汙染和打壞。 」  

 阿怙好定泥掣一下大喝： 「 唉

呀！ 實在係老戇侗啊， 早即拁阿芬

約好討去捋柳丁和柑子， 險險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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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事， 毋好擱趖， 大家緊來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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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果子樹化妝 (p.13-14)  

  

 所以， 歸屋下人歡歡喜喜駛車

去古坑鄉桂林莊个觀光果子園， 準

備好好大食下。 果子園主人阿芬一

䀴著阿勇即隨出門迎接。  

 阿芬講： 「 阿勇你總算來啊， 

等你真久啊呢！ 」 阿怙回講： 「 阿

芬， 歹勢啦！ 」  

 阿芬講： 「 無要緊， 等一下食

飽去捋果子， 討捋幾多儘採你人

哦！ 」  

  

 享用風味餐了後， 歸屋下人來

到果子園。  

 小甜著驚講： 「 唉？ 遐跡位个

柑子樹面上仰子攏白白？ 」 阿芬姨

笑哈哈回答講： 「 因為柑子炙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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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頭， 即會變到攝攝毋會甜， 䀴起

來擱䆀䆀， 定著無人討買。 所以果

農會用貝殼類个殼挼做鈣粉， 噴在

柑子面上來防炙， 猶會用保護好賣

相， 𠊎人驚果子炙著傷， 笑講這係

『 美人撲粉』 ， 係毋係真合啊！ 」  

 小甜講： 「 想毋會到種柑子猶

有恁深个學問， 實在係得𠊎大開目

界啊！ 」  

 阿怙笑笑講： 「 小蜜膴身脣種

个敢毋係弓蕉樹？  

 這得𠊎想著柯鐵虎抵抗暴政个

時， 惑日本人个故事。 」  

 阿芬姨講： 「 弓蕉嘛有故事？ 

阿勇， 緊講來聽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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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惑人个屎 (p.15-16)  

  

 阿怙講： 「 柯鐵虎和日本軍打

游擊戰个時務， 為著惑敵人， 拁弓

蕉和泥攪攪做一下， 用竹笐尖出比

普通人大三倍以上个假屎。 日本軍

恬識聽講柯鐵虎係一個怪物， 所以

䀴著真多弓蕉做个大大人个屎， 想

講堵著三公尺以上个大大人軍隊， 

驚到日本軍雙腳軟去， 和走个氣力

嘛無啊。 」  

 阿芬姨接落講： 「 想毋會到弓

蕉猶會用做屎來惑人， 真巧神！ 毋

過𠊎種个正額係氣味滿足好个弓蕉， 

毋係『 米田共』 哦。 大家毋使細義， 

加食一兜， 拁氣力補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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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果子𠢕人 (p.17-18)  

 

 阿依真心色講： 「 阿芬， 𠊎人

毋會細義个！ 哪儕毋知你係出名个

果子𠢕人。 」  

 阿芬姨講： 「 勞力阿勇嫂个安

哢啦！ 𠊎正係照祖先个方法， 利用

天然有機肥， 堅持毋用農藥殺草和

殺蟲， 得泥下轉到本底个自然定。 」  

 阿怙接落講： 「 所以𠊎正渡小

甜、 小蜜， 來這捋果子啊！ 因為阿

芬種个果子品質有保證， 食了頭安

心。 」  

 「 嘛即係講， 這就近係無用農

藥个優質農場？ 阿芬姨你真𠢕哦！ 」 

小蜜對阿芬姨微微笑講。  

 了後， 阿勇歸屋下人即歡歡喜

喜， 去這擺遊尞个頭尾一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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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登咖啡」 ， 嘛即係古坑咖啡个

創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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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放煞鐵國山 (p.19-20)  

  

 落山个路， 阿勇特別渡大家去

三溝水就近䀴望。  

 小甜目珠擘到大大粒講： 「 頭

前有歸排足靚个楓樹！ 」  

 小蜜接落講： 「 正經个！ 人

會用落車去行行个無？ 阿怙。 」  

 阿怙得意講： 「 頭前个樹毋係

楓樹哦！ 係落羽松。 寒天若來即會

拁落羽松个葉染黃， 係毋係真靚啊！ 

猶有， 你人䀴， 頭前即係三溝水个

合界， 起頭下柯鐵虎即在這三面夾

攻日本軍， 拁日本軍㓾到伸無半

個！ 」  

 阿依補充講： 「 這𠊎知， 因為

三溝水即係三條溪水相合个所在， 

脣頭攏係細粒山， 全然適合䀯在這



18 

偷打敵人。 」  

 阿怙嘆一口氣： 「 打爽， 這頭

尾猶係失守啊， 和日本軍強大个軍

火、 兵力相對頭， 為著減少犧牲， 

柯鐵虎決定先放煞鐵國山， 在大坪

頂和二坪頂中間个深山樹林， 改用

游擊个方式對抗日本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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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捎無總頭 (p.21-22) 

 

 阿依笑笑講： 「 心色个係， 柯

鐵虎指示抗日義軍， 草鞋攏愛顛倒

著。 幾時這係佢人為著閃避日本軍

拁捉正想出來惑敵人个戰術， 顛倒

方向个腳跡， 勢到日本軍捎無總頭， 

走到悿悿。 」  

 阿怙擱講： 「 打爽啊！ 無後援

个柯鐵虎， 落尾猶係前無救兵， 後

無糧草， 拚毋會贏日本軍， 傳講佢

落來假死， 閃過日本兵个追殺， 食

到八十外歲。 無論仰子， 柯鐵虎領

正千外個人个義軍， 嗄會用抵抗有

強大火力， 幾下萬個个日本軍， 有

五年恁久， 難怪鐵國山个事蹟， 不

時恬得後代人直頭講起。 」  

  



20 

十二、水土个路 (p.23-24) 

 

 在小甜、 小蜜對鐵國山个抗日

傳奇聽到入神个時， 阿勇早即渡歸

屋下， 順路來到劍湖隔壁个水土保

持戶外教室。  

 小蜜問講： 「 唉？ 這个牆足特

別哦！ 攏係一兜大大細細个石頭結

起來个。 」  

 阿怙回答講： 「 哦！ 遐係會用

得過頭多个水分排出去个擋泥牆啦！ 

恁大雨若來， 正較毋會有土石流个

災害。 」  

 阿依補充講： 「 雖然進前䀴著

个咖啡樹會用遮種檳榔樹下个土地， 

毋過過頭開發山坪， 真得人擘心生

態个穩定。 所以來參觀水土保持教

室， 即係討來拁你人講這個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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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幾時係恁！ 大自然个力量實

在係深到無底， 愛細義維護生態

穩定正好。 」 小甜、 小蜜共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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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頭尾个光 (p.25-26) 

 

 阿勇順縣道駛車， 半路撥工去

䀴𨃰過大埔溪个鐵山橋， 所以歸屋

下人即在成過抗日遺址个橋墩頭前， 

用鐵國山做背景， 翕一張全家福个

合照。 無想講識係抗日堡壘， 這滿

䀴起來嗄恁誠恬靜安詳。  

 夕陽無限好， 巴登咖啡店內底

光光餳人个電火， 等遊尞个人享用

暗頓。 阿怙意思深⾧對小甜和小蜜

講： 「 若鐵國山猶在， 抗日義士柯

鐵虎个事蹟即會一直流傳落去。 」  

 阿依揪小蜜， 招呼講： 「 來、 

來、 來， 享用暗頓進前， 大家先到

咖啡店就近个荷苞山地母廟誠心祈

福。 希望你人攏會用記得歷史上為

臺灣打拚、 犧牲个先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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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屋下人虔誠个形， 描寫著這

逝古坑親子知性旅行深刻又難添放

个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