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緣人生
我是來人間遊戲一回。 
像「鬱金香」一樣，開花一次。 
像「蝴蝶的風采」，舞一回。
然後，我就凋零，回到天上界去，一切就結束了。

～蓮生活佛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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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奮鬥人生
是奮鬥的歷程，

告訴他路不會絕，

是堅強的意志，

告訴他路既然不絕，

就這樣直直地走下去，一定會走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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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童趣人生
盧勝彥說自己小的時候，就時常在想生命的問題。
在書本裡，他找尋著「人生的意義」；
在大自然裡，他找尋著「人生的智慧」；
在布袋戲、電影院裡，他找尋著「人生的劇本」；
在嘟嘟嘟的月台邊，他找尋著「人生的方向」；
在年少懵懵懂懂的宗教接觸裡，
他渴望追尋的則是「人生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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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迴旋人生
他曾經挫折失敗，也曾經在人生交叉路上感到茫然…
這生命中每一道遭逢的試煉，
不只是考驗一再跌倒、一再爬起的毅力，
最重要的，
是讓他看見人生路上別人所看不見的曲路風景，
用這段歡欣與淚水、成功與失敗交織而成的迴旋之路，
磨亮出生命精采的質地。

1.落第補喫菜脯...................................128

2.編輯台上的文藝青年.............................134

3.黑手工人的汗珠.................................142

4.我一定要唸大學！...............................150

5.數饅頭的軍中生活...............................158

6.被炒魷魚的副採買...............................168

7.測量工程歲月...................................176

肆、情愛人生
年輕時代，盧勝彥對「情愛」充滿了探索與好奇，
他曾思念過、曾渴慕過，
也曾將心中千絲萬縷的情絲，
化成一篇一篇刻骨銘心的文字。
年少時的他說，
人生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與心儀的知己相依相傍…

1.舞廳歲月....................................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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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木匠的女兒...................................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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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終章
夜色寧靜，萬物屏息傾聽。
這二十六年的歲月，像展演一場楔子的戲…
此時的盧勝彥比誰都清楚，
真正的旅程，現在才正要開始。

終章..........................................236

陸、終章後的人生
我雖然童年窮困，讀書留級，揹電線桿，當黑手工人，
沒有錢讀書，沒有錢結婚，但這都不是一種遺憾。
因為我確有所得，也確有所悟。
我深深覺得，人生，假如只是為了自己的生活而生存，那
是毫無意義的生命。我領悟到一句話：
「把眾生視為自己，一切別無所求。」

～蓮生活佛盧勝彥
 

終章後的人生..................................248



幼兒時期的盧勝彥。

父親因在電力公司輾轉調職之故，從小盧家就跟著四處遷徙。

在阿姨結婚前，盧勝彥都是她一手照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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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嘉義，每年夏至一過，在嘉南平原上就可以看見戴著竹編笠

帽，穿著白色綿衫的農民，彎著腰、弓著背收割著稻作。台灣的稻作大

致一年兩熟，第一期的稻穀在新春月份插秧，到了農曆五月份，農民就

可以享受栽秧收成的喜悅。

驕陽如炙，青綠色的稻浪隨風起伏，雀鳥不時在天際間盤旋飛

梭，泥土的氣息和著農民的汗水，鄉野田陌間，盡是一幅幅恬淡樸實、

滿載生命力的景緻。

※

時間回到民國三十四年，農曆五月十八。遠方的二次世界大戰還

沒有結束，嘉義後湖的廟宇卻個個不得閒，張燈結綵忙著準備慶典要用

的東西，進香旗、香火袋、紅綾、彩繪，愈接近中午，湧進寺廟的信眾

愈來愈多，不大的寺廟裡，盡是進進出出的香客和隨處瀰漫的煙圈。

今天，是道教祖師張天師的誕辰。時局動盪、處處煙硝的年代，

市井黎民所能做的，大概也只是將心中對和平的冀望，寄託在對神明的

禮敬與崇拜中。

天空裡不時有著來往巡航的戰機，這裡來那裡去地伴隨一聲聲尖

拔刺耳的引擎聲，舉目望去留給天際的，盡是一道道劃破雲霧後，所留

下的細長白線。

天上與人間，戰爭與和平，人們合掌的呢喃，究竟能不能化解瀰

漫的煙硝？

因為避難的關係，這時的盧家來到了牛稠溪邊的一間雞寮。牛稠

溪，也稱「牛挑溪」。渡海來台的先民，覺得這條彎彎曲曲的河道，就

裹著白紗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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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牛背在肩上的「牛挑」，便喊它作「牛挑溪」，至於今天「牛稠溪」

的稱呼，則是因為鄉里口耳間的模糊相傳，演變而來的。

這條溪水，就是近半世紀以來，灌溉著台灣穀倉—嘉南平原的朴

子溪上游。

牛稠溪清清朗朗，溪水潺潺，河畔稀疏樹影間篩下的日光，把清

澈見底的溪面折射得星光點點、波光瀲灩，這樣一個風雅秀麗、浪靜風

恬的地方，實在讓人難以想像它竟是動亂戰爭年代裡的一隅翦影。

這天，愈接近正午，盧玉女愈加感受到腹部的疼痛，潮溼、悶熱

和漸漸擁擠起來的子宮，已經讓肚子裡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想探出頭，打

探這個世界。這是盧家的第一個孩子，也是盧玉女第一次嘗到為人父

母、傳襲血脈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那強烈的陣痛如浪潮般不斷襲來，盧

玉女冒著青筋、顫抖的雙手用力緊握著棉被，全身上下也因為緊繃著神

經，而大汗直冒，倒抽的喘息急促，聽來像休克前發出的最後警告，難

以忍受的分娩劇痛，就像一個又一個炮烙在神經上的燙痕…

所謂的母子連心，是不是就是因為經歷過這樣椎心刺骨的過程，

因而顯得如此不可分割、意義非凡？

※

他叫盧勝彥，名字是一位日本校長取的，乙酉年的孩子，肖雞。

盧勝彥出生時，非常瘦小，看起來就像隻剛破殼而出的雞仔，比

較特別的是，剛出生的盧勝彥，身上覆著一層像白紗織成的衣裳，鬆軟

亮澤，遠遠望去像是一隻吐著絲把自己纏裹起來的蠶寶寶。

這個奇怪的現象，就連當時接生無數的產婆嬤，也是滿臉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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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盡搖著頭說不曾見過這樣的嬰兒，而這一層層被覆在盧勝彥身上的

輕紗，著實不好清理，產婆嬤一連費了好幾天的時間，才用浸著煤油的

毛巾，慢慢將這孩子身上的白紗裳衣，給漸漸褪去。

二十天後，陽曆的八月十五日，綿延六年的二次世界大戰，在日

本政府宣布投降後告終，人們盼啊盼的破曉時分，終於在一次次望穿秋

水後給盼來了。

這是一個終點，一場帶來五千萬人犧牲死亡的全球戰役，終於結

束；也是一個起點，人類再平凡不過的居息之夢，平和而安定的生活，

總算展開。

終點與起點，都發生在那個裹著白紗的孩子來到人世間的不久之

後。

※

剛光復的台灣，還是個有著宵禁和燈火管制的年代。每當夕陽落

入暮靄，天色漸漸地由橘紅轉成灰濛，大地便像是拉開了黑幕般進入夢

鄉，奇怪的是每到這個時候，不足歲的盧勝彥總是嚎啕地哭個不停。

「這個囝仔是安怎？那哭得甲大聲？」盧玉女起身點燃桌上的煤

油燈，正準備走過去看看這孩子。

點燃的燈芯透著閃爍的橘色火光，沒一下子便劃破黑漆漆的空

間，說也奇怪，這時的盧勝彥馬上像遇到休止符般，瞬間停止了抽泣和

嗚咽。有好幾次的入夜之後，這個孩子總是這樣沒來由、不為什麼地放

聲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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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他怕黑。

愛看燈，愛看火，愛盯著會發出明亮的光點。

之後，阿爸阿母便常常在晚飯之後，帶著這個愛看燈火的紅嬰

仔，出來看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盧勝彥一雙圓滾滾的眼睛，總是目不轉

瞬地對著黑幕上的星辰發愣，若有所思地望著眼前這片廣大的蒼穹。

「恁來看，這個囝仔，目睭金金盯著天公看，毋知影是在想

啥？」茶餘飯後的長輩們，總是聚在一起這樣天南地北地閒聊著。

一輪明月、滿天繁星，此時的交談與凝視，長輩們不懂，盧勝彥

懂。這樣一個蟬聲鳴鳴、清風徐徐的夏夜，流洩而下的月光與星光，正

照拂著這個怕黑的孩子，不再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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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為了分擔家計，曾做過養雞、養豬的副

業。（圖為幼年時跟在母親身旁的盧勝彥）

全家福照。（後排中為盧勝彥）

母親盧玉女與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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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勝彥從小除了身子瘦弱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那對

「小巧」的耳朵。瘦小的身軀再加上一對小耳，那模樣看來就像隻

活脫脫的小老鼠。

在老一輩人的觀念裡，總認為一個人的耳朵要愈大愈好，因為

耳朵代表的是一個人的福份。每回只要有鄉里閒聚，盧耳順總愛在

大家面前，指著盧勝彥那對耳朵，怨嘆地說道：「恁看、恁看，這

個瘦比八的囝仔，耳仔又短又小，看起來就沒啥咪福報的款，將來

一定就歹命！」

在盧勝彥童年的印象中，父親老愛追著拉他的耳朵，說是要把

那對小不隆咚的鼠耳，給拉得長些、厚些。

「拉給它長長的，看甘會卡有福氣一點…」盧耳順總是這麼說

的。

※

盧勝彥小學唸的是大同國小，位在高雄新興區的正西方，創立

於民國二十四年的日據時代，是間校史悠遠的老學校。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那個看天公呷飯的農業生活裡，

家家戶戶成天為下一餐奔忙，真正能供得起孩子唸書的人家畢竟少

數。多數的同學必須回家幫忙農事、餵豬養雞，或者到煤油坑裡去

撿煤球討生活，因此，教室裡的座位常因缺席人數過多，而顯得坑

坑疤疤，雖說是國民義務教育，但實際上讀書上學對大部份的孩

子，卻也是有一天沒一天的。

鼠耳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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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讀書不容易，老師的身份，自然也就代表了某種程度的社

會地位，常見的是沒讀過什麼書的父母，畢恭畢敬地把孩子交到老

師手裡，還不忘恭謹地提醒拜託：「老師不通客氣，囝仔就是要打

才會大漢！」

在厝邊頭尾人人都是這樣「拜託著大漢」的年代裡，自然也就

沒有人去質疑過這些是否合情合理了。

讓盧勝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堂公民課。

那天，鐘聲剛響完沒多久，總嫌下課時間不夠用的小朋友，還

老大不甘願拖著邊走邊玩的步子回到教室，這時，只見鐵青著臉的

公民老師不知為何，怒氣沖沖地從迴廊衝進教室，才一進門就可以

感受到伴隨而來的緊張氣氛，一股不確定的低氣壓快速地在教室裡

瀰漫開來，籠罩著班上每一個角落。

不敢嬉鬧的小朋友，趕緊正襟危坐、裝模作樣地拿出課本…

氣得快燒起來的公民老師，不發一語地站定在講台上，那令人窒

息的氣氛，彷彿一根針掉下來，都會引爆空前巨大的炸彈似的。

同學們嚇得不敢抬頭，只見一個一個不明所以的眼神，不斷在講

台下偷偷交換著，就在幾分鐘的沉默後，老師突然狠狠地把書本往講

桌一扔，震得講桌上的白色粉筆跳得老高，接著雙手插著腰，環視全

班，那銳利的眼神就像在找尋哪個可供他發洩情緒的倒楣鬼似的。

「站！起！來！」老師像隻失控的獅子，對著台下大吼著。

早在老師那令人不寒而慄的眼神，不巧與盧勝彥四目相接時，

鼠耳的孩子 043042



他就知道大禍臨頭了，現在更是被這一聲不知所以然的斥責，嚇得

渾身發抖。

「就是你，我最討厭你，那個耳朵像老鼠的！就是你，就是

你！」怒火中燒的老師邊吼著邊走向台下，直奔盧勝彥的座位。一

頭霧水的盧勝彥，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只是直覺告訴他，這時應

該趕緊跟老師說聲「對不起」…

「老…師，對，不…」

講話的速度不及上賁張的暴怒，「啪！」的一聲，盧勝彥感到臉

上一陣灼熱，一下子站不住腳，左跌右撞地倒在鄰桌同學的身上。

這突如其來的一巴掌，著實讓盧勝彥愣住了，腦海中的畫面還

停頓在老師憤怒的眼神裡，右頰又痛又麻，像被雷打到似的，臉上火

辣辣的溫度，伴隨著不知如何自處的羞赧持續加溫，腦子被震得眼冒

金星，還沒回神過來。這時，只見公民老師在短暫的失控發瘋後，終

於回復應有的理智，像沒發生什麼事似的，整整那散亂的頭髮與扭曲

的領口，轉身回到講台上，翻開書本，然後若無其事地開始講課。

「原來最大的不應該，是自己的耳朵像老鼠，才讓老師這麼

不喜歡…」漩渦在心中，難以言表，羞辱可以嚥下，但情緒應該吐

出，只是這情緒又該吐給誰聽呢？

※

「老鼠仔」，班上的同學都這麼喊他。

盧勝彥是班上同學中最矮小的一位，每回總是坐在教室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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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也因為這個關係，盧勝彥經常受到學校裡高個子同學的欺負，

慘遭「沙包」式的對待，莫名其妙地被當成大家的出氣筒。

這天，應該是盧勝彥最快樂的時光。趁著下課後的時間，正與

幾個同學興高采烈地玩著尪仔標，尪仔標是一張張小小圓圓、直徑

約幾公分的紙牌，它的周圍有圓滑的鋸齒狀，上面有著各種圖案，

通常印著當時流行的布袋戲或卡通人物。

現在習慣了五花八門電動玩具的小朋友，大概很難體會那些厚

厚圓圓的紙牌，究竟有什麼樣的吸引力，曾經讓他們的長輩們消磨

上一整天的時間。

今天盧勝彥的手氣不錯，幾場下來，已經贏了快一個口袋的勝

利品。

這時，幾個又胖又壯的同學走過來，其中一個叫「大箍」的，

胖得看起來就像要把卡其色的制服給勉強成緊身衣，另一邊那個脖

子上掛著白布鞋的叫「落腳」，還沒站直就已經要比盧勝彥高出快

二個頭，他們刁天厥地的眼神，牽動微微上揚的嘴角，一副就是要

來找碴的模樣。

「怎麼辦啊！我們今天手好癢喔！實在該找一個練拳的對象，

你們說對不對啊？」帶頭的小大哥作勢把手指折得嘎嘎作響。

來不及收拾散亂一地的尪仔標，盧勝彥和玩伴們眼看著這一群

惡煞兇神走來，想轉身已經來不及了，只好蹲在地上，面面相覷不

敢抬頭。

鼠耳的孩子 045044



「咦？老鼠仔今天手氣不錯唷！那就揍他好了，我今天實在看

他很不順眼！」

接著便是一陣天黑地暗的拳打腳踢與冷嘲熱諷，拳頭打在身

上、臉上，每一擊都讓人感到一陣模糊的暈眩，面對這不為什麼、

沒有緣由的欺侮，盧勝彥仍然是忍著不哭，那種給撕裂般的疼痛，

一次次深刻地傳到他的心中。

「哈哈哈！膽小鬼，不敢還手的癟三老鼠！」邊說邊輕蔑地朝

著盧勝彥的臉上，丟下一張張的尪仔標，然後只見一群人在得到表

面的虛榮快感後，露齒大笑地離開。

說也奇怪，這幾位同學，每次想要練一練筋骨、伸一伸懶腰，

拳頭總是十分正確、不偏不倚地落在盧勝彥的頭上，一天幾回、一

次幾拳，全視他們高興。

我這隻老鼠，在家中沒有什麼福分，在學校是鼠耳的孩子，

常常慘遭修理的命運，我是全力的控制我自己，獨立忍受，沒有

驚動任何人，我常常想，這些小事，我只要能忍的就忍住了。

這群握著拳頭、動手相向的同學，或許要到很久很久之後，才

會發現當年這個看似好欺負、從不吭聲的老鼠仔，有著他們想像不

到的韌度與性格，在面對不合理、不公平待遇時的精神力量，遠比

那些五指緊握、青筋暴露的拳頭，強硬過幾百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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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延而持續的忍讓，使看似癟腳的軟弱，上升成為一種硬頸兀

傲的高貴。

※

在盧勝彥出生之前，台灣曾經歷長達五十年的日據時代，這

個年代中長大的孩子，受日本傳統父系威權觀念的影響極深。在家

中，一家之主的「多桑」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其一言一行都是絕

對的份量，嚴肅刻板的形象深植內心，那時的孩子對父親多半懷著

敬畏的距離，不敢有任何違逆。

而盧勝彥的父親盧耳順，即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成…

對一個人而言，我們從父母身上繼承的往往不只是血液，同時

也將耳濡目染他們的人生態度，甚或教養子女的方式，並且將這些

承繼而來的觀念態度，繼續用來教育自己的下一代。

人生，或許本就是一件複雜的事，有著太多太多的是悲是喜

交錯其中。就拿盧耳順與盧勝彥之間的緣分來說好了，縱使已是嫡

嫡親親、血脈相傳的父子，但其中仍然有著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心

酸。

有一回，學校放學得早，盧勝彥高興地一路上唱唱跳跳，哼著

自己編的歌曲，哼著哼著…，感覺太陽輕風、花草樹木都在為他伴

奏搖曳，心情好得連路上的風景，都變成了五線譜上雀躍跳動的音

符。

唯一不巧的是…

鼠耳的孩子 047046



一踏進家門，便聽到阿爸從房間傳來的怒吼，「你牙齒痛啊！

是牙齒痛是不是！在那吵什麼！唱這什麼難聽的歌，你在哭調仔是

不是！」

只見盧耳順怒不可遏地從圓珠串成的門簾裡衝出來，氣急敗壞

地抓起「竹微仔」朝天舉起，再順著風勢和手勁狠狠地落下，咻！

咻！俐落的聲音，順著風速與節奏，沒多久，盧勝彥的兩隻手臂和

細瘦的小腿上，馬上是一道道紅腫隆起的傷痕和又黑又紫的淤青。

這隻快要開花、細長的「竹微仔」，永遠被擺在家裡的收音機

上，那是專門用來侍候盧勝彥的。

動輒得咎的盧勝彥，步子落得重了些，便會聽見橫眉立目的盧

耳順近乎嘶吼地狂喊：「你在幹嘛！你到底是在幹嘛？不會走路是不

是，還是你在練體操！乒乒乓乓的！」每當這時，盧勝彥就知道自己

又該糟了，又得挨板子了，有時是日本製又厚又重的木劍，有時是掃

落葉的木掃帚，有時是水管、衣架，總之，任何一個可以暫時被充當

成管教小孩的家法，盧勝彥都曾體嚐過它們在身上閃下時，那瞬間迸

發的刺痛。

縱使如此，年幼的他卻總是直挺挺地站著，不哭也不逃，這一

次次突如其來的怒號，常使盧勝彥幼年時提心吊膽，父親嚴厲易怒

的性格，始終讓他找不到靠近的方式。

在這個鼠耳孩子的心中，其實也渴望有隻溫厚的大大的手，能

牽著他長大，也渴望有個厚實的肩膀，能讓他在想哭的時候，稍稍

[平凡生活的開始]



停留、倚靠與歇息…

過去的都過去了，對於父親，我的心中，仍然是無盡、無

盡的感謝。這是生命的磨練，我小的時候，哭的時候比笑的時

候多，但有時候，我不讓人們知道我的內心在流淚，我是抿著嘴

唇，吞聲飲泣著，不管是父母鞭打，或老師斥責，或同學欺負，

我均學會了忍受的能力。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仰望萬家燈火，盧勝彥在很小的時

候，就已經能明瞭這個道理了…

鼠耳的孩子 049048



初中留級兩次，卻在高中時意外找到另一片天空。（左二）

儘管生活困苦，盧勝彥從小便有著幽默風趣的特質。

童趣人生 081080



「哈哈哈！這樣一次就可以得到兩個印章了，下一課就不用背

了！」

※

上課的鐘聲剛過，班上同學一個個搖頭晃腦，嘀嘀咕咕地背著

課文。坐在木製課桌椅上，顯然如坐針氈的盧勝彥，心思始終沒停

留在書本上，好奇的眼睛在教室與同學間四處來回，觀察著大家的

一舉一動。

這是盧勝彥最頭疼的一堂課。眼看下課的鐘聲就要響起，同

學們一個接連一個胸有成竹地走到講台旁，背課文給老師聽，又一

個接連一個揮舞著課本上那讓人羨慕不已，而自己卻總是得費勁千

辛萬苦才能得到的星星圖章歸旋而歸時，盧勝彥的心裡就更加焦急

了。

「快了，快了，就快要背好了…怎麼背那麼久還背不起來

啊？」簡直要火燒眉毛的盧勝彥，一邊給自己打強心針，一邊著急

地扳著手指頭。

小學的功課裡，盧勝彥最討厭的就是背書，不知怎麼搞的，就

算只是一篇短短的課文，也要背好多天才會通過，有時候為了應付

這門苦差事，盧勝彥還得趁一大清早天光拂曉就起床背課文，背背

背、背背背，一路從家裡背到了學校，盧勝彥嘴裡不斷嘀嘀咕咕唸

著味同嚼蠟的課文，直到自己也像其他同學一樣，來到了講台前…

「來來來，來讀書；去去去……」

「去…去…去……」

閱讀與海洋的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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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袋打成了死結，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啊轉，巴望著靈感降臨的

他，總是用那雙閃著無限委屈與祈求的眼神，直盯著老師看，並且

不斷在心裡呼喊著。

「拜託提示一個字、提示一個字…，一個字就好了…」

他總是不懂為什麼其他同學能那麼輕鬆就將課文記在腦海裡？

像台只須一個按鍵就能快速啟動的影印機，劈哩啪啦就能從嘴巴複

製出一張一張的課文。為什麼這些在別人身上看來如此易如反掌的

事，到了自己這卻變成了難若登天的苦差事。

第一課背完了，還有第二課…第二課背完了，還得繼續第三

課…

「哎……」每當想到這些，盧勝彥就肩膀一垂，像棵瞬間凋萎

了的花朵，背書還真是個永無出期的苦海啊！

「真希望有什麼魔術，可以一口氣把所有的課文給塞進腦袋

裡…」盯著窗外吱吱喳喳的麻雀出神，盧勝彥總是這樣天馬行空地

想著。

※

與其他的孩子一樣，盧勝彥有著愛玩的時候、調皮的時候，會

因為害怕老師手裡的藤條，偷偷在褲子裡面塞一堆破布；會因為希

望躲過棍子的處罰，站在有家世背景同學的旁邊，等著不敢下手的

老師那句「好了，好了！今天不打了，就打到這吧…」

那麼，盧勝彥最後到底是用了什麼方法，一次得到兩個印章，

通過這一次又一次的考試呢？

閱讀與海洋的擁抱 08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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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蓋！蓋！我蓋！我蓋！我蓋！」

盧勝彥嘴角掛著淺笑，那自鳴得意的神情，就像是在欣賞一件

件巧奪天工的藝術作品。

暗自竊喜的他用力壓著課本，趕忙趁著熱騰騰的星星圖章還沒

有乾的時候，把它轉印到下一頁的課文裡，屢試不爽的成功經驗，

更讓他對這個獨創的鬼點子，感到信心大增。後來就算墨水乾了，

盧勝彥也會自己在課本上滴上幾滴自來水，想盡辦法把星星圖章轉

印下去。

只是，千算萬算不及老天一算，盧勝彥沒想到的是…

「這個盧勝彥，背書明明就背得不是很好呀！奇怪怎麼這陣子

突然開竅了呢？」

圓的也好，扁的也罷，班上每一個小蘿蔔頭的個性和程度，做

老師的當然是如數家珍、瞭若指掌。連續過關的盧勝彥，最後終於

引來了老師的懷疑。結果可想而知，所有的魔法美夢頓時破碎，換

來的當然是場嚴厲的竹筍炒肉絲。

小時候的盧勝彥，並不是一個在框框裡的學生，不愛讀書的

他，在學業的表現上，始終並不出色。只有在四年級的時候，曾受

一位顏守真老師特別照顧教導，功課一下子突飛猛進，其他的時

間，盧勝彥幾乎都是在滿江紅的考卷與老師的教鞭中度過。

※

唯一安慰的是，上帝雖然關上了這扇門，但也會為他開啟了另

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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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校教科書一點興趣也沒有的盧勝彥，卻非常喜歡讀課外

書，曾經為虯髯客與李世民惺惺相惜的豪傑氣魄撼動不已，立志將

來要當一名單劍走天涯，專事打抱不平、除惡扶善的俠客。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悠然的徜徉在書本的世界。

書本是我的樂園，是我的天空，是我的海洋，是我安眠的國度。

與枯燥的教科書相比，閱讀自然成了生活中的另一片天地。無

論心情如何委屈低落，只要遁入其中，便像是插上了翅膀般，立即

感受文字無遠弗屆地飛行，恣意地在書與冊之間游心騁目。

那是一種極其細膩的交流，不只是享受，同時也是一種成長。

閱讀與寫作，這兩個昂然挺立的興趣就像鷹架，為盧勝彥撐起

了充滿想像的童話世界，只有在這個時候，才不用擔心那直直落下

的巴掌拳頭，或天外飛來的棍子藤條…

「啊！盧勝彥的文章被《學友》發表出來了耶！」

「哇，好厲害喔！」

「這真的是鼠耳仔的文章嗎？他將來該不會成為一個大作家

吧！？」

那時每一個班級都有訂國語日報，怕同學沒有看到，盧勝彥還

會把自己的作品，貼在教室後面的佈告欄。

這是愛現神氣的表現，為的是讓大家看到作者的姓名：「勝

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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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學開始，盧勝彥就常將自己的作品，寄給《學友》和《國

語日報》，甚至在三年級的時候，得過全高雄市作文比賽第一名。

以文代口，以字代手，小時候的盧勝彥，選擇用他的筆，作為與這

個世界溝通的橋樑。也因為有這把鑰匙，使他不致在失意挫敗後，

封鎖上自己的心房。

年紀還小的盧勝彥，或許完全想不到，這寫作的光華，將會直

直地貫穿他寫作不輟的一生。這時的抒寫對他而言，只像道從窗外

投射進來的光束，照亮他低暗而沉悶的心房，然後用這一小點一小

點的自信與自豪，去撫平心中曾有過的挫辱、自卑與孤寂。

※

西子灣是高雄有名的觀光景點，位於高雄市西側，北倚萬壽

山，南臨旗津半島，是一處以礁石、夕照、碧海、藍天而名傳遐邇

的港灣。

蘇東坡曾經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來歌

詠西湖的濃纖合度、丰姿綽約，如今，將「西子」放在這片景緻動

人、怡情養性的海岸，更為此增添了幾許詩情畫意般的美麗。

除了寫作，天生的水性也是讓盧勝彥引以為傲的一點。

曾經有一堂體育課，老師把班上同學全給踢下水，只見一個個

不闇水性的同學，在一陣陣濺起的水花和惶恐的驚叫中呼天搶地，

嗆水的嗆水、救命的救命，只有盧勝彥像隻健泳的鴨子，早游到了

池子中央，開始悠哉悠哉地打水。

南台灣的天空，經常是一片日陽高照、天清氣朗的好天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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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個時候，盧勝彥就會來到西子灣享受海水的律動與沁涼，他像

個天生水裡的孩子，一入水就能自游自在地擺盪手腳，並且無師自

通地找到節奏有致的呼吸方法，跟著水面下的海草一起搖擺起舞，

自然地伸展、隨順地起伏，什麼都可以不用去想、什麼都可以不用

去煩惱，只管專心地沉浸在那水光接天的美景和澎湃微燻的情境

中。

盪漾的綠波、燙足的海灘、鹽味的海風和搖曳的椰影，光這些

就可以讓盧勝彥在這，消磨上一整個夏天的時光。

海浪撲岸，激起一陣又一陣的浪花，天地間除了解梏的潮音，

似乎再也不剩其他。

只是關於游泳這件事，父母親總是反對不允許。每當盧耳順和

盧玉女聽到這孩子又跑來央求著要去游泳，總是揮揮手要他不用白

費唇舌。但儘管如此，往往到了第二天的清晨，便會發現盧勝彥房

間的窗子上，又硬生生地破了個大洞…

「這猴死囝仔，又給我偷跑去玩水！」揮舞著藤條、氣得七竅

生煙的盧玉女，實在拿這個愛游泳的孩子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為什麼這麼愛游泳？明知道縱使溜了出去，回來也必定是挨

打的份，為什麼還是管不住那雙蠢蠢欲動的腳丫子？大海，對這個

孩子到底有著什麼難以抵擋的魅力？

其實更多的時候，在西子灣的盧勝彥只是什麼都不做，靜靜地

待在岸邊，看著漁翁從遠處拖著魚網走來走去，他們不捉大魚，只

捉小魚苗，在當時最好的小魚苗就是虱目魚苗，一尾可以賣到七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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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海洋的擁抱 089088

錢，盧勝彥喜歡觀察他們捕魚時不斷變化的神情。

他不只喜歡游水，也喜歡凝望，就像小時候盯著天上的星星那

樣，靜靜地望著遠方。

翻湧起伏、潮起潮落，旭日東昇的海、夕陽西下的海、波瀾壯

闊的海、寧靜致遠的海，對盧勝彥而言，風情萬種間，即便靜止，

都有呼吸。

我們不禁要問，是不是海的孕育萬物，原來給了盧勝彥有如母

親雙手般的呵護？是不是它的擁抱與柔軟，適時地療癒了這個鼠耳

孩子一直以來的傷口？又或者是不是這個喊作「西子」的灣岸，畢

竟沾染了那位宋代文豪的靈氣與詩意，讓盧勝彥在這個地方，一直

獲得寫作靈感的滋養，一直不曾放棄心中那把與世界溝通的鑰匙。



青年時期的盧勝彥與友人合影。 盧勝彥與大姑合照。

從小喜歡閱讀、寫作，高中時在「高雄高工」校刊社擔任編輯，並經常在全省的報刊雜

誌上發表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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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的少年仔第一擺來，甘仔當？不行的話，就麥勉強

啦…」

「可以，可以，我會慢慢習慣的…」盧勝彥踩著踉蹌的步伐，

忍著劇痛奮力地回答。

※

火辣的太陽高掛日中，天空像貼上了一層錫箔紙，把所有的熱

能全反射到地面上，盧勝彥和領班工頭，及其他兩個夥伴正蹲在草

衙的馬路邊，等著卡車運電線桿來。

天氣真是夠熱的，太陽囂張得像沒把地上的水分烤乾，絕不善

罷干休似的。

這群人當中，除了盧勝彥還是學生外，其他幾個都已是成家

立業的大人了。領班工頭脖子上掛著早已濕透的毛巾，經驗老道的

他進入承裝部已經許多年了。至於旁邊兩個人，其中一個每回看到

他，手裡總是夾著半根的新樂園香菸，另一個則老是嚼著說要戒

掉，卻始終戒不掉滿嘴紅渣的檳榔。

這裡是電力公司承裝部，因為父親的介紹，盧勝彥在這裡打工

賺錢，在這一班中，他的年紀最小，只有高中一年級，因此大家總

是習慣「少年仔」、「少年仔」地喊他。

承裝部的工作，分為「外線」和「內線」，外線是負責豎立

電線桿，內線則是負責線路至每一住戶的配電工作，相較於內線工

作，外線工作當然來得辛苦粗重得多。

而盧勝彥正是外線工作裡唯一的在學學生，不過既然大家來到

黑手工人的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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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為了糊口飯吃，自然也就沒有什麼長幼之分，通通得一視同

仁，不會因為誰是「少年仔」，就可以分配到輕鬆納涼的工作，什

麼樣的粗活，都得咬著牙、硬著頭皮做下去。

挑電線桿的地方有二個，一個是當卡車運電線桿來時，會先將

車子停在附近的空地上，而他們的工作就是把卡車上的電線桿，移

下來放在地上，這時的工作還可仰賴繩索的輔助，較不吃力，真正

難的是當地面窟窿挖好時，將電線桿立起來的那部份工作。

「一、二、三！起！不行，不行，再來一次！一、二、三！

起！」

同班的四個人猛力倒抽口氣，戮力扛起肩上荷著的木棍，兩根

木棍吊著的是重達幾百公斤的水泥電線桿，瞬間突增的重量，宛如

巨石壓頂，盧勝彥頓時站不直雙腳、頭暈目眩，膝蓋不斷地顫抖發

軟。

青筋暴露，眼球浮著血絲，那上下緊扣著的牙齒，像隨時會應

聲斷裂似的。

這一瞬間，盧勝彥覺得自己的肩膀像烈火在燃燒，猛力地摩

擦讓他像脫了一層皮，直見白骨似的，無處宣洩的疼痛立刻變成了

豆大的汗水，不斷在臉上滲出，而大腿也像被撕裂般不由得一直冷

顫…

硬吞下幾乎奪眶而出的眼淚，盧勝彥腦海裡唯一浮現的，只是

不能就這樣放棄、就這樣仆倒，因為一旦腿軟了，失衡的電線桿馬

上會壓傷其他三個夥伴，而未完成的工作，只得不斷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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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忍著全身上下猛烈的痛楚，佯裝堅強的他，努力讓自己跟上

其他三個夥伴的腳步。

這是盧勝彥第一次扛電線桿，只是，就算是新手上路，現實

的環境一樣沒留給他多餘的時間去釋放疼痛，因為工作就是工作，

一旦上了工，講求的就是效率，再多的呻吟自憐，事實上都無濟於

事，能不能快速適應，如期地完成工作，才是真正終止傷痛的唯一

方式。

這份工作得來不易，只要有錢賺，什麼苦都得吃，而這一片片

白色的鹽巴，就這麼結晶在他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的汗衫上，結晶

在他刻苦自立的高中歲月裡。

「卡子，今天日頭一擺去做工作，甘好？」聽到父親這麼一

問，晚餐上所有人都擺過頭看著盧勝彥。

「很好，很好，恁不用擔心啦。」

只是不同於以往，今天的盧勝彥匆匆扒了幾口飯，就趕緊跑

進自己的房間，沒想驚動任何人的他，偷偷躲在房間裡上藥，厚厚

的藥膏塗在紅腫破皮的肩頭，那難以承受的負荷、那錐心刺骨的疼

痛…

「我阿母說書讀得不好的人，放牛班的囝仔，才會來搬電線

桿…」每每想到路過孩子丟風撒腳、有意無意的指點，浮貼在身上

那一道道的傷痕就將自己掐得更緊了，掐得像陷進了肉裡般，在夜

裡汩汩淌出沒有人看見的膿血…

除了擔任臨時工，兼挑電線桿，寒暑假的盧勝彥，在花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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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的電表檢驗站，做過修理電表、變壓器、電筒的檢驗工作；在高

雄的機械公司鑄造廠，做過機械的砂模、溶鐵灌製；也在火力發電

廠，做過操作車床、旋床、鑽床工人。

這每一件難言輕鬆的差事，都必須用大量的勞力與汗水，在

極為悶熱、粗糙的環境中換取金錢。每年的寒暑假，是大家難得休

息，可以在家睡到太陽晒屁股的日子，但對盧勝彥而言卻不然，他

必須起得比平常還早，當大部份的人還沉浸在夢鄉時，那破舊的老

爺腳踏車，就已在晨霧的砂石路上孤獨地滾動。

老輪胎「嘰刮、嘰刮」的喘息聲，交雜著碎石子路上叮叮咚咚

的聲響，一應一喝、一應一喝，緩緩飄升至早晌寂靜的天際。

「汗水不會白流…」這條自小與環境奮鬥的路子，從沒留給盧

勝彥太多自艾自憐的空間，環境教會他的事，只是不斷地往前、往

前、再往前，不容回頭。是奮鬥的歷程，告訴他路不會絕，是堅強

的意志，告訴他路既然不絕，就這樣直直地走下去，一定會走到出

口。這段用汗水與淚水焊接起的「黑手生涯」，早讓他明白再多的

憐惜與安慰，永遠比不上逆境中篤定的自信與立定的腳跟。

我只是思自己的德薄，不敢有何怨尤，這是我自己的命運。

小的時候，我過的日子就很窮困，初中高中的寒暑假，我就開始

打工了，天困窮我，早已苦過，就算回到原點，也無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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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命的深度，往往就是在這些揣摩與磨練中，給探勘出來的。

甚至…

有時讓一個人直接逼近死亡的色澤，

是最快觸碰生命源頭與意義的一種方式。

※

那是發生在火力發電廠的事。

清晨一大早，盧勝彥剛騎車進工廠，就遠遠看到主任朝著他的

方向跑來。

「少年仔，好在你來了！我正找不到人去油廠提油，工廠裡面

急著要用，我一時又走不開…」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工廠主任，帶

著急促的喘息聲斷斷續續地說著。

「好的，好的！我這就去…」沒等主任講完，盧勝彥的腳步已

往大後方的油廠移動，一邊走著，一邊別過身頻頻向主任揮舞著放

心的手勢。

油廠本身就有段距離，加上主任急用，絲毫不敢怠慢的盧勝

彥，腳步愈走愈快，奔馳如電的鞋子像是要跟地面擦出火花似的。

那飛快的身影像一陣狂風，捲著往油廠的方向移動。

不到五分鐘，此時的盧勝彥已提著大油桶，往回程的路上加速

前進。方才來時經過一條火車鐵軌，荷著油重的他正提醒自己，等

一下穿越那堆崎嶇不平的碎石子時，一定得格外留意才行。

體積笨重的油桶，讓身子變得歪歪斜斜、搖搖擺擺，盧勝彥竭

力在加速的步伐中保持平衡，以免不小心跌個大筋斗，但沒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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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人算不如天算…

「不會吧！剛才來的時候，還沒有啊…」好不容易來到鐵軌前

的盧勝彥，竟發現一列載著煤碳的火車，正如一條長尾的臥龍，橫

躺在他的眼前。

「哎…差一步就快到了，怎麼這個時候停在這呢？這列火車什

麼時候會開呢？」

急得團團轉的盧勝彥，想到另一頭的主任，還在等著他手裡的

油桶，就更加焦急暴躁、更加耐不住性子了。

火紅太陽高掛天空，像烈火鑄燒，燒得連分針、秒針都要熱鎔

消失了，一分鐘、二分鐘、五分鐘…，很顯然地，這列火車一點也

沒有駛離的打算…

在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盧勝彥覺得再等下去，自己都要變成沙

漠裡的枯木了。

「假如要繞開火車的話，就必須走到火車頭或火車尾，這樣實

在太遠又太慢了…」

心煩意亂的盧勝彥氣得踢了一腳漫天揚起的塵沙，而這一踢，

竟像踢醒了什麼似的，只見靈機一動的他，隨即把身子蹲低、躡手

躡腳地把油桶塞進火車底下…

沒錯！這最快的捷徑，就是直接從火車下穿越過去。

但令人瘋狂的不只如此，而是盧勝彥似乎也打算鑽進同樣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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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緩一步一步，鑽進了火車底下的盧勝彥，盡可能把身體貼伏

在地面，只是火車底部不斷傳來的燒炭機械味，和地面上不斷蒸騰

而來的熱氣，像是把所有的氧氣都趕走了似的，弄得滿臉花黑的盧

勝彥，快在火車下窒息…

趴著身子、像螃蟹般平移的他，一邊使盡力氣把沉重的油桶給

推出去，一邊在狹窄的空間裡挪動手腳，就在這個時候…

轟隆轟隆、嘟嘟嘟…轟隆轟隆、嘟嘟嘟…

盧勝彥聽見一陣又一陣他再也熟悉不過的汽笛聲，而此時所有

貼在他臉上的各種引擎機械都像瞬間甦醒般，紛紛傳出了震耳欲聾

的啟動聲…

轟隆轟隆、嘟嘟嘟…轟隆轟隆、嘟嘟嘟…

火車就要開了！

像電影裡緊湊尖拔的配樂一樣，此時正吊人心懸地重覆著，沒

有多少時間可以思考的盧勝彥，使出渾身上下所有的力氣，猛力地

把油桶給踹出火車外，接著再想辦法讓自己也從已經要開動的火車

下快速抽身…

黑煙與熱氣不斷從底盤冒出，阻礙了眼前的視線，盧勝彥一面

揮舞著前方，一面呼吸著殘餘的空氣，但那長長「嘟！」的一聲…

卻在這個時候響起。

火車開動了，壓著鐵軌的輪子正往前奔馳而去…

而盧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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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麼消失在空隆空隆的火車輪下，沒了蹤影…

※

轟隆轟隆的巨響，變成了背景音樂逐漸遠揚，直到那如長龍般

的列車駛離了，這才看見雙眼無神、四肢發軟的盧勝彥，正大字型

地攤在對面的柏油路上，兩手握著的是千鈞一髮之際，才從火車下

搶救出來的兩隻腳。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恍忽著的盧勝彥想起了上回在工廠操作旋床時，一個閃失，

旋床的鋼板瞬時彈向自己的腰間，那鋒利的鋼板，狠狠地劃開了身

上的外套衣服，就差那麼一點點，自己就要被劈成兩半、切腹而死

了。

愣在原地的盧勝彥，感覺眼前一會兒漆黑、一會兒朦朧，那股

強烈的生死震撼，仍停留在身體裡激烈地攪動著。

「老天啊！你留我這條小命做什麼呢？！我這個黑手工人，將

來又能有什麼作為？！」

光天之下，此時的盧勝彥就像隻沫蟬，正被內心源源不絕發出

的問號泡泡，給緊緊纏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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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遊、聯誼，青春年華的男女，總為著理想中的情愛尋尋覓覓…

經歷過情愛的人生，面對過情感的執著，都因此讓盧勝彥對「情愛」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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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七年的交往，盧勝彥與盧麗香終於在民國六十三年農曆正月十六日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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粼粼的金光輝映著逐漸西下卻耀眼依舊的落日，舉目望去，橙

色的天空搭配著金銅色的水面在眼前延展開闊，即使已是夕陽餘暉

的時分，這條寧靜河流所散發出的唯美氣質，還是讓許多人醉心流

連，不捨離去。

她是高雄的母親之河，愛河。

傳說，在這條浪漫河流的兩畔，曾醞釀了許多美麗的愛情故

事。

其中一個故事是這麼說的：有個女孩，在她很小很小的時候，

那大概是五歲以前吧！也很喜歡來愛河，每次來到這，總不知為何

就直對著河岸的另一頭，傻傻地笑著、傻傻地笑著…

※

女孩叫盧麗香，家中有七個兄弟姐妹，她雖然排行老四，但

從小在家中扮演的就是「胞姐如母」的角色。除了幫忙照料年幼的

弟弟妹妹，和燒飯洗衣等日常粗活，又因為家裡開的是小型家庭式

傢俱工廠的關係，經常可以看見這個不讓鬚眉的木匠女兒，捲著衣

袖、甩著大汗，豪邁地扛著大鐵槌，在家裡大跨步地走來走去、又

敲又打著！

做過許多小型傢俱的麗香，雙手向來是又快又巧，別看她小小

的個頭，儘管手裡拿著的是那些既笨重又鋒利得嚇人的機械刀具，

依舊是面不改色，敲鐵釘、鋸木頭、刷油漆，男孩們做的事，她女

孩一樣自己來，俐落敏捷、游刃有餘的架勢，可是一點也不輸給年

紀大的哥哥姐姐們。

木匠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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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個年代普遍窘困的成長環境一樣，麗香也是貧窶之家長大

的孩子，早先靠著父親傢俱工廠接的訂單，生產簡單的木工傢俱，

或製作學校的課桌椅，一家子克勤儉約，日子還算過得過去，但到

了麗香小學三年級，因為父親經商失敗的關係，日子備嘗艱辛，家

中孩子便得一個一個出外賺錢，幫忙分擔家計。

那其實不是一個能夠耐心等待孩子羽翼漸豐的年代，是生活逼

得他們必須提早學會振翅、學會築巢，學會讓自己做一個早熟的大

人，堅強地面對外面的世界。

年幼的麗香平常到竹子工廠上班，假日則跟著妹妹盧輝 去糖

果工廠幫忙包糖果，包糖果的工作畢竟不難應付，只要手腳快、工

作勤奮，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反倒是平時在竹子工廠的

工作，就辛苦也危險得多了。

竹子工廠的工作，是將竹片與竹皮分開。削竹皮的時候，左手

拿著竹子，右手則橫著持刀，把刀刃壓在竹子上，然後像削甘蔗一

樣，唰唰唰地把竹皮給削去。每支竹子軟硬不一，因此也相對提高

了工作的困難度，削竹皮的人必須靠著對竹子外觀的經驗，調整下

刀的力道和角度，不然便很容易滑手削偏了去。

這樣子的工作，對大人都不見得慣熟上手，何況是一個年僅

小學三年級的女孩。那時麗香的手背上，就經常留有這樣一道一道

讓刀子、竹子、竹皮給割傷的細長傷口，對於一個十來歲年紀的孩

子，能忍著這些傷疤不喊疼，就已讓人心疼，何況…

何況是要她獨自背著「包袱巾」，離開多年賴以成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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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疼愛她的阿爸阿母，和穿著同一件開檔褲長大的兄弟姐妹們，

隻身去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裡幫傭呢？

那是麗香小學畢業前夕的事了。

※

「這包袱巾妳帶著，內底攏妳的衫，阿母已經幫妳捆好啊…」

弟弟妹妹已經睡了。屋頂上懸吊而下、微微晃顫的昏黃燈泡，

一明一滅地照出黑暗裡阿母那一道一道讓歲月風霜給刻痕出的皺

紋，閃動的光線混淆朦朧的視覺殘影，一陣清楚、一陣模糊、一陣

清楚、一陣模糊，像極了阿母哽咽的悲傷…

「瞑啊在透早…」

「學校畢業典禮結束了，就去找那間工廠的頭家…」

「伊會給妳安排頭路跟住的所在…」

母女倆人默然無語，只將視線停留在那深藍色的包袱上，目不

轉睛一動也不動地看著，專注地好像是包袱巾在對著他們講話，那

晚，阿母斷斷續續的句子拖得好長好長，長得讓寂靜的夜像是沒了

終點…

一直到盧麗香小學畢業，盧家的經濟情況都沒有好轉。聽完母

親的吩咐，盧麗香只是噙著淚水，不敢有任何違逆。那個年代對於

女孩子的學歷，畢竟沒有很高的期待，尤其，盧麗香想到比自己年

紀還小的弟弟妹妹，現在每天下了課，都必須去外面打工賺錢，那

麼，年長的自己又有什麼資格，告訴阿爸、阿母，自己其實還想繼

續讀書呢？

[平凡生活的開始]



她是個有責任感的女孩，明白自己無法只為打造理想的未來，

就拋卻肩上的責任，這離家的包袱一拎，她甚至連什麼時候才能回

家，都不敢多問，問了，這最後一絲的勇氣，還會在嗎？

而這一走，就是七百三十天，一個小學畢業的女孩，為了支撐

家計，兩年的時間寄宿在舉目無親，異鄉的簷樑下。

在工廠做的是給人幫傭的工作，帶孩子、洗衣、燒柴、煮飯、

抹地、挑水，沒有一項活做得不勤，日也做夜也做的盧麗香，滿腦

子心思全擱在日覆一日的家活上，與其說是為了身後的家庭忍辱負

重，倒不如說是用工作的艱辛，來驅趕內心的愁苦，那無時無刻思

念著遠方親人的孤寂。

白天工作忙成一團，無暇思及其他時，日子還好打發，一旦到

了晚上，看到別人一家團聚，那牽繫親情的天倫畫面，叫人如何觸

景不傷情？叫這個隨風落地的孩子，怎麼不感到既欣羨又難過？

「阿爸、阿母現在還好嗎？小弟小妹有沒有聽話？他們現在都

在做些什麼？那些好朋友姐妹淘們，升上初中繼續讀書的日子，一

定讓他們過得既充實又有趣吧？」外在虛應笑容，內心卻汩汩淌淚

的盧麗香，總是在心裡這樣低聲問自己，儘管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這都是難以得到回音的叩問。

深怕老闆以為她年紀太小吃不了苦，盧麗香總是堅持不在外人

面前垂淚，唯一能做的，是在夜深人靜回到臥舖後，才敢將心中那

糾結著抑鬱委屈的厚繭，小心翼翼抽絲成一小片、一小片，緩緩地

釋放在烏壓壓的棉被裡，而這悲傷的情緒一旦有了出口，經常讓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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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香淚下交頤一整晚，直到淚水浸濕了棉被枕頭，才像是重新獲得

了挹注的力量，安穩地睡去。

夜裡，那厚重的暖被，像阿爸的肩膀，也像阿母的臂彎，擁抱

著女孩飲泣的淚水和嚎啕的聲息。

※

儘管期待回家、期待繼續升學，但打從離家的那一刻起，盧麗

香就沒讓自己再想過這些問題，因為沒有人知道，一旦直視了內心

潛藏的聲音後，那佯裝起來認份的堅強，究竟還能不能屹立不搖？

時間就這麼一天一天地過去…

直到兩年後，曙光終於乍現。

透過同學口訊，盧麗香的小學老師得知她畢業後給人幫傭的情

形，深深為這個懂事上進的孩子感到可惜，於是特別四處打聽，找

到了這間工廠。老師告訴她，嘗試半工半讀，不要放棄讀書，不要

放棄升學，未來的人生還很長，這樣下去的話，就一輩子都是女工

了…

而老師這席話一語中的的，正是巴望著想繼續升學的盧麗香，

心中最害怕面對的未來。

「一輩子都是女工了…一輩子都是女工了…」一連好幾天，這

句語總是迴盪在盧麗香耳畔，揮之不去。

生命應該是一個有付出也有回應的過程，但現在的工作，只讓

盧麗香覺得自己的未來就像丟進大海裡的石子，不管再怎麼努力，

還是得不到任何呼應將來的回音，難不成自己真要這樣一輩子幫人

[平凡生活的開始]



燒飯、洗衣、帶小孩嗎？不趁著年輕學點功夫，往後就真的沒有選

擇了…

想到這，盧麗香終於鼓起了勇氣，告訴阿爸阿母，自己想要讀

書，想要跟其他同學一樣繼續升學。

「我白天工作賺錢，晚上再去讀書，所有的學費開銷都自己

來，不用阿爸阿母操心…」

一向溫順的盧麗香，此時終於有了難得的主見與堅持。

趁風揚帆，盧麗香因此結束了兩年的幫傭生涯，儘管因為白天

上班賺錢的關係，從初中開始，一直到唸了明德商職，盧麗香都只

能選擇夜間部就讀。但她還是永遠無法忘記十五歲重回校園，看到

原本不可知的未來，又重新在眼前舖展開來那一刻，內心那股難言

的激動。

也許，盧勝彥就是在這個女孩的身上，隱隱約約看到了與自己

相同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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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路，盧勝彥從沒想到自己會離開

土生土長的故鄉台灣…

三十多歲的盧勝彥渾身上下充滿著一股

苦幹實幹的精神。

終章後的人生 253252

三十六歲那年，盧勝彥跑遍美國各大都市，尋覓落腳移居處。



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圖書館贈書專案

主旨

推廣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至各地的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圖書館，讓更多年青人能夠接觸

到如此提昇心靈的好書。

說明

1.蓮生活佛於2006年台北國際書展上曾說：

書就是我的心聲，想要了解我的人，可以看我的書，書可以流傳很久，直到後世，

所以不只是自己買來看，還要流傳給後代子孫看，並且介紹給大家，借給別人看，

以及買書贈送給人看，這也就是在弘揚佛法。

可見贈書是快速行善的最佳法門，是結廣大善緣、是助師弘法、助人行善的最佳

捷徑。

2.為什麼贈書到圖書館？可有“一書一功，百書百功”的效果？

  因為——

  （1）圖書館贈書，比隨意的散發更有持續性的效果。

  （2）圖書館贈書可讓更多人借閱，影響所及範圍更廣。

  （3）圖書館贈書由館方人力管理，書籍可受到較好的照顧。 

辦法

1.只要新台幣五千元整，即可認捐五十本文集至一家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圖書館。

 （本專案亦歡迎小額認款及隨喜贈書。）

2.主辦單位將先連絡各認捐圖書館，詢問是否願意接受此套藏書並予妥善陳列、保　

　管；如蒙回覆，便寄出供莘莘學子借閱；以免造成資源浪費。並請館方收到書　　

　後，於回條單上蓋章傳回，以便確認。

3.大燈文化網站將陸續公告本專案進度及所認捐之書已送至何處，每一位認捐者則　

　將收到贈書收據及感謝函。(如果希望隱名，也請於信用卡劃撥單上註明)

4.所有參加贈書活動者，名單將呈送真佛密苑加持，並為其報名彩虹山莊春

　季或秋季護摩法會，若有特殊迴向、祈願，請於空白處註明清楚。



大燈文化網站  EASY購書的好幫手！

註：＊本網站瀏覽次數統計，以每日凌晨0點00分至晚上11點59分為止。

＊次數統計以每日點入大燈網站之次數計算。

＊人數統計以每日不同IP連結進入大燈網站來計算。

第一手新書消息，多元化海內外活 ，最in的大燈報導，

外加一群活潑、有趣的會員族……

★網路商店   ★畫廊書畫展   ★結緣贈品   ★新聞智庫  

★遠距教學   ★留言討論區

◎生動「關懷社會」文章 ◎蓮生活佛精采的書畫創作

◎電子書免費發送免費下載

◎心靈音樂、3D動畫、大堪輿教學VCD …

www.e-daden.com



台灣地區種子書店一覽表
以下為台灣地區陳列盧勝彥文集之種子書店，歡迎讀者踴躍前往訂購。

 店  名   地                                  址  電     話

書田書局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97號 02-8787-2124

書田書局 台北市大安路一段245號 02-2707-4900

書田書局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86號 02-2822-4316 

書田書局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37號B1 02-8712-0601

書鄉林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9號 02-2314-3922

墊腳石-重南店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號 02-2370-8836

三民書局-重慶店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02-2361-7511

建宏書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3號 02-2331-4516 

建弘書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1號 02-2388-1351 

集文書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7號 02-2331-7334 

友強文具行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20巷1號 02-2755-3282

弘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86號4樓 02-2500-6600

天才書局-文化店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一段218號 02-8258-1755

春大地文具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縣蘆洲市中正路117號 02-2281-9327

寶佳利書局 台北縣三重巿興德路119號1樓 02-8512-1975

立育書局 台北縣林口鄉中正路70號1樓 02-8601-2036 

永源圖書有限公司 桃園市宏昌十二街475號2樓 03-337-5082

德念圖書有限公司 桃園市宏昌十二街475號2樓 03-334-2955

良友書局 桃園巿中山路166號 03-333-0376

友伴書局 桃園巿桃鶯路285號B1 03-364-6689 

墊腳石-中壢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和路118號 03-425-7145

內壢文化書局 桃園縣中壢市忠孝路86號 03-463-2388 

墊腳石書局-新竹 新竹市中正路38號 03-523-6984

金典書局-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新國里中正西路47號1樓 03-552-0082 

金典書局-竹東 新竹縣竹東鎮東華里長春路二段128號1樓 03-510-0070 

聖行佛具 苗栗市為公路132號 03-726-0338 

諾貝爾-文心店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700號 04-2236-0987

諾貝爾-漢口店 台中市漢口路二段118號 04-2314-6929

金應佛教文物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149-8號 04-2426-8168

瑞成書局 台中市東區雙十路一段4之33號1樓 04-2212-0708

諾貝爾-中正店 台中市中區中正路20號 04-2222-7163

墊腳石-逢甲店 台中市福星路441號 04-2451-5151

諾貝爾-旗艦店 台中市公益路186-2號  04-2320-4007

諾貝爾-大里店 台中市中正路20號 04-2481-8768

諾貝爾-大甲店 台中縣大甲鎮蔣公路108號B1 04-2688-4868

諾貝爾-沙鹿店 台中縣沙鹿鎮鎮南路二段626號 04-2663-0927

山民書局 台中縣豐原市中正路30號 04-2524-4752

諾貝爾書局 台中縣豐原市中正路34號 04-2528-5196



台灣地區種子書店一覽表
以下為台灣地區陳列盧勝彥文集之種子書店，歡迎讀者踴躍前往訂購。

 店  名   地                                  址  電     話

員林-大大 彰化縣員林鎮民權街33號 04-838-1033

墊腳石-員林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49號 04-833-8485

諾貝爾-和美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441號 04-756-9571

彰化-大大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407號 04-725-3701

新世紀文化廣場 雲林縣斗六市慶生路91號 05-532-6207

三省堂書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80號 049-233-3313

墊腳石書局-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69號1樓 049-299-7355

南益圖書有限公司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52號 049-235-6908

大人物書店 嘉義市體育路29號 05-228-2648

學聯 嘉義市民族路507號 05-222-4500

墊腳石-嘉義 嘉義市中山路523~585~587號 05-227-3928

南台書局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62號B1 06-223-6080

成大圖書部 台南市大學路1號 06-237-6362

勝一書局 台南縣新營市民權路5號 06-635-1556

雄大書局-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90號 07-394-3135

瀚林書局-天祥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90號 07-359-7631

瓊林書局 高雄市六合二路133號 07-286-6628

金砂山書局 高雄市楠梓區隆昌里軍校路800號2樓 07-362-7028

建工書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72號 07-383-7708

青年書局 高雄市青年一路141號2樓 07-332-4910

慶芳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180號2樓 07-551-3118

明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明福街2號 07-343-5387

明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00號 07-398-2158

明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63號 07-269-1693

一新書局 高雄市廣州一街143-6號 07-225-6611

雄大書局-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市文衡路50號 07-742-9195

雄大書局-南榮店 高雄縣鳳山市南榮路161１號 07-771-2828

華一書展場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40號 07-334-2779

育才文化廣場 高雄縣岡山鎮溪東路52號1樓 07-624-0195

樹德書城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路59號 07-615-8074

鳳山大書城 高雄縣鳳山市中山路138號地下樓 07-743-2143

遠東大書城 高雄縣鳳山市中山路191號 07-746-4991

平林文具行 高雄縣大樹鄉久堂村九堂路52號 07-651-2036

瀚林書局-右昌 高雄縣楠梓區右昌街50號1樓 07-364-1699

博克書局 屏東市公園東路7-6號 08-723-0540

金玉堂文具 宜蘭市光復路12號 03-931-5438

一新書局-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89號 06-927-2330



盧勝彥文集現書供應目錄                  2008/5/1

編號 書         　    名
定價　  數量
(NTD) (本)

#107 粒粒珍珠 220元
#108 彩虹山莊大傳奇 220元
#109 盧勝彥的哲思 220元
#112 密教大守護 220元
#114 密教的法術 220元
#115 明空之大智慧 220元
#120 佛王新境界 220元
#122 密教奧義書 220元
#123 流星與紅楓 220元
#124 背後的明王 220元
#125 不可思議的靈異 220元
#127 靈異的真面目 220元
#129 走入最隱祕的陰陽界 220元
#131 超度的怪談 220元
#132 飛越鬼神界 220元
#133 天南地北去無痕 220元
#134 非常好看 220元
#135 揭開大輪迴 220元
#136 隱士的神力 220元
#137 虛空中的穿梭 220元
#138 超現象的飄浮 220元
#139 諸神的眼睛 220元
#140 神祕的幻象 220元
#141 南太平洋的憧憬(精裝) 350元
#142 夜深人靜時 220元
#143 人生的空海(軟皮精裝) 350元
#144 尋找另一片天空 220元
#145 當下的清涼心 220元
#146 虛空中的孤鳥 220元
#147 不要把心弄丟了 220元
#148 咒的魔力 220元
#149 水中月 220元
#150 神鬼大驚奇 220元
#151 獨居小語 220元

編號 書         　    名
定價　  數量
(NTD) (本)

#041 第三眼世界 220元
#042 靈仙飛虹法（精裝） 700元
#044 伏魔平妖傳 220元
#045 坐禪通明法 220元
#047 黑教黑法 220元
#049 靈仙金剛大法 220元
#051 無上密與大手印 220元
#052 小小禪味 220元
#053 佛與魔之間 220元
#054 密宗羯摩法 220元
#055 大手印指歸 220元
#056 密教大圓滿 220元
#057 道法傳奇錄 220元
#059 真佛法語 220元
#060 湖濱別有天 220元
#062 道的不可思議 220元
#063 真佛祕中祕 220元
#065 禪的大震撼 220元
#066 圓頂的神思 220元
#068 密藏奇中奇 220元
#069 大堪輿陽宅地靈闡微(新版) 350元
#075 真佛法中法 220元
#076 幽靈湖之夜 220元
#077 先天符筆（精裝） 700元
#078 大堪輿陽宅玄祕譚(新版) 350元
#080 佛王之王 220元
#081 真佛儀軌經 220元
#083 煙水碧雲間（上）（軟皮精裝） 350元
#084 煙水碧雲間（下）（軟皮精裝） 350元
#092 禪定的雲箋 220元
#095 盧勝彥的金句 220元
#096 蓮生活佛的心要 220元
#102 甘露法味 220元
#103 密教大相應 220元



盧勝彥文集現書供應目錄                  2008/5/1

編號 書         　    名
定價　  數量
(NTD) (本)

#152 當下的明燈 220元
#153 讓陽光照進來 220元
#154 智慧的光環 220元
#155 月光流域 220元
#156 清風小語 220元
#157 另一類的漫遊 220元
#158 孤燈下的思維 220元
#159 那老爹的心事 220元
#160 葉子湖之夢 220元
#161 清涼的一念 220元
#162 異鄉的漂泊 220元
#163 度過生死的大海 220元
#164 一日一小語 220元
#165 小詩篇篇 220元

#166 神行記 220元
#167 靜聽心中的絮語 220元
#168 孤獨的傾訴 220元
#169 忘憂國的神行 220元
#170 回首西城煙雨 220元
#171 玻璃缸裏的金魚 220元
#172 隨風的腳步走 220元
#173 一夢一世界 220元
#174 一道彩虹 220元
#175 天涯一遊僧 220元
#176 小雨繽紛集 220元
#177 見神見鬼記 220元
#178 登山觀浮雲 220元
#179 夢裡的花落 220元
#180 天邊的孤星 220元
#181 指引一條明路 220元
#182 不可說之說 220元
#183 走出紅塵 220元
#184 給你點上心燈 220元

編號 書         　    名
定價　  數量
(NTD) (本)

#185 神行悠悠 220元
#186 寂寞的腳印 220元
#187 地獄變現記 220元
#188 送你一盞明燈 220元
#189 神話與鬼話＋活佛看世界DVD 450元
#190 無所謂的智慧 220元
#191 諸天的階梯 220元
#192 天下第一精彩 220元
#193 牛稠溪的嗚咽 220元
#194 夢幻的隨想 220元
#195 拾古人的牙慧 220元
#196 清涼的書箋 220元
#197 天機大公開 220元
#198 金剛神的遊戲 220元

#199 風來波浪起 220元
#200 開悟一片片 220元
#201 大樂中的空性 220元
D003 活得更精彩 220元
D004 臨終關懷黃金八小時(精裝含DVD) 450元
D005 新財源滾滾生意經 250元
D006 密教大光華（精裝） 350元
D007 臨終關懷黃金八小時（平裝） 220元
D008 開啟聖境的原力-真佛經•高王經(精裝) 350元
D009 情欲心事 220元
D011 堪輿法寶（精裝兩冊） 1800元
E001 大願地藏-蓮生活佛講地藏經(ㄧ) 450元
E002 大願地藏-蓮生活佛講地藏經(二) 450元
E003 大願地藏-蓮生活佛講地藏經(三) 450元
E004 大智慧到達彼岸-蓮生活佛講心經 450元
E005 清淨的圓鏡-蓮生活佛講圓覺經(一) 450元
E006 清淨的圓鏡-蓮生活佛講圓覺經(二) 450元
E007 清淨的圓鏡-蓮生活佛講圓覺經(三) 450元
TW010 密教大光華＋淨光儀軌DVD（繁/簡體中文字幕） 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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