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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在居民搶救下，早幾年基部腐壞快枯

死的三百年老楓香，竟又綠蔭華蓋，蒼鬱茂

盛。少女時期，每次從大坑口騎腳踏車回

祖居地，遠遠的看到那棵楓香樹，我

就知道：父親的出生地快到了，只

要用力踩腳踏車，爬上觀音山半山

腰就行了。

文／丘秀芷

圖片提供／野人文化　

大坑步道

為
什麼叫大坑？一個地名叫坑，很難聽。」往台中大坑路上，有人

問。

我氣不打一處來，立即辯駁：「先民，尤其客家人到台灣，大多到山

窩窩的地方，所以不是叫坑，就是叫鍋，不就像一個坑一個鍋嗎？鍋不太

好聽，所以後來改為湖，不管大湖、內湖、湖口、東南西北湖，未見得真

有湖水，只是像大鍋子吧。至於坑，也一樣，古坑、竹仔坑、東西南北

坑，不只台中，從南到北都有，很多地方重複。還有就在山彎旁處，所以

又有東勢角、西勢角、南勢角、北勢角�。」

我愈解釋愈多。

「哈，動氣了！」同去台中大坑的文友笑了起來：「很少看到妳生氣

哩！」

典型客家地名

自己不由得失笑。對啊，那麼急幹嘛？但是正因為台中大坑和一路下

去仔坑、橫坑、北坑一直到竹仔坑，都是當初祖父先甲公帶著鄉民開拓

的，那些典型的客家地名也是祖父他們命名的，所以急切解釋。

如今大坑已成為台中市的陽明山，有溫泉，景緻幽的登山步道，還有

許多景點、遊樂區，有現代的咖啡庭園，更有古蹟文物。所以去大坑，不

大坑
美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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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更在於「聽」。

去大坑，最好連帶的北屯區都一併看，尤其「入門」的民俗公園和文

昌廟。文昌廟完成於一八七一年，歷來是中部考生上前祈求考運的重要地

方，是三級古蹟，入口在院牆南邊有個小院門，進入後，才見恢宏。有意

思的是山門再進入，門口擺很多功名燈，考生來時，把自己的資料填寫好

貼上去，乞求文昌帝君庇佑上榜。祠中有一古匾，光緒十四年，三角仔呂

賡年書寫的「誕敷文德」。

文昌祠前身為文蔚社和文炳社，後合為文昌祠，當年常舉辦文人比

賽，丘逢甲未中進士前，以「君子以文」得第一名。文中用典甚多，尤其

敘文字之由來形聲、象畫等等，裡面有一句「文固非一人之私事，而天下

人之公具也，故曰書同文。」

看完古代袖珍三合院形的文昌祠，再去靠近北屯路的民俗公園，公園

於民國七十九年開始啟用，有一．六公頃大，有仿古四合院 、有園林、

蓮池，是多元化的功能。大門進去，兩旁桂花樹正盛開，再進去，表演台

上大坑地區老少居民組合而成的樂團正在演奏國樂。另一旁民俗館有先民

的器皿，大的有土礱、風鼓、獨木舟、紅眠床，小的有碗筷盤碟、鞋子、

衣物等等。大畫家席德進收藏的家具也放在館中，又有書畫展隨著季節更

換。

最妙的是「紅樓夢」樓房上供餐點飲料，在樓房上一面品茗用餐，一

面欣賞園景，一大享受。何況餐點便宜，約二百元上下。

台中的陽明山

北屯的重點在大坑，如今大坑號稱「台中的陽明山」，因為有溫泉，

生態多樣性。

景緻幽。即使九二一大震，大坑是台中地區受創最厲害的地區，傷亡慘

重，尤其大坑山走山十分厲害，但是地方上仍積極建設，尤其天然的資源

猶在，使景觀得以迅速的恢復。

九二一次年（二○○○年）我曾帶團到中台技術學院表演，當時大坑

還是東倒西歪，很多地方未修護，軍功小學全倒（父親曾在民國初年在此

教書）、中台也有些校舍倒了，但今年再去，東山路進大坑一整排雅致的

洋房，中台也建起天機大樓。

今年七、八、九月連續大水災，大坑溪由於整治得宜，這次沒什麼

事。

由東山路走到大坑商圈，早幾年基部腐壞快枯死的三百年老楓香，這

些年在居民搶救下，竟又綠蔭華蓋，蒼鬱茂盛。少女時期，每次從大坑口

騎腳踏車回祖居地，遠遠的看到那棵老楓香樹，我就知道：父親的出生地

快到了，只要用力踩腳踏車，爬上觀音山半山腰就行了。

祖居地在「 子坑」，舊時就是名風景區，二叔祖逢甲曾作詩「立春

前一日與呂大瑜玉遊部子山」寫了四首律詩，第一首是

水曲山重畫意存，小桃紅處訪仙源，莫成劉阮歸來日，正是人間七代
大坑老楓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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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吃個便餐，但染布搭配的布置、庭園中的彫塑已不

凡，牛肉麵之湯清、肉香、麵Ｑ、桔茶之芳甘，叫我陶醉

半天。

胡志強大力推薦溫泉，有心臟病、氣喘病的我不敢嘗

試，而北坑的高爾夫球場是近年才有的，是台中「愛高族」

的去處。

大坑還有一個神秘的地方，走到亞哥花園半路山中，

有一些房舍，那是蔣緯國生母姚夫人下葬處，後來墓遷走

了，現在有人住在那裡，環境清幽。而地主一直還沒要回

那塊五百多坪的地，想來很難，那些住戶即使與死人為鄰

也願意，那裡的景致太好了。

這地區當然還有很多有名的建築，李安娜的林肯美國

學校就是在這地區。

少女時常回來祖居地，最近再走訪，祖厝早已沒了，人家曾改建，但

毀於九二一，如今以前的橄欖樹還在，其他只剩雜草雜木，那裡掛一個大

大的「售」字，一問：要五仟萬。我第一次想買樂透，中了獎就可以買祖

父曾在此蓋祖厝的地方。我真的很想回來。

一丘一壑此心寬

其實當初這地區一直到太平市竹仔坑全是祖父開拓的，但日本人來

了，大部分被沒收，而駌鴦湖和祖厝那些地方後來也沒了，現在只剩蔣緯

國生母埋葬的那塊地，可是，有那麼多戶人家住，而且，祖父以下也有各

房子孫，弄起來還有點麻煩，就擱著吧�只能續吟逢甲公寫 子山的詩。

滄海橫流居未安，一丘一壑此心寬，他年雪夜如相訪，請作山陰道上看。

利鎖名韁百不宜，林泉佳處繫幽思，此間可作

王官谷，紅杏春林容品詩。

如同詩言，一丘一壑此心寬，有空多去大

坑走走，要那一紙地契何用？最實在的還是有

空就在觀音山間、大坑溪畔走走。各種植物去

欣賞，各種鳥鳴去聽聽，對了，山中五色鳥不

時在唱啼，還有獼猴群來跟你打招呼呢！如果

運氣好，聽到笙管演奏，那是一群大坑的愛樂

子民在那兒自得其樂。

大坑的柳丁、橘子曾有名，如今則以文旦

柚直追麻豆的產品，而竹筍自古至今一直是最

佳品質，無竹令人俗，走！到大坑去！

孫。

第二首是「又占浮生一日閒，尋春人

在白雲間，欲從叢桂吟招隱，不數淮南大

小山。」

後來，逢甲叔祖在冬天陪曾祖遊山，

又賦詩：

「林落見群峰，遊趣生冬晚，東山淡寒

翠，相對覺意遠�」「置身白雲外，如出世

混沌，登峰極目望，塵海何滾滾。」

可見這些山在百年前尚未開拓，已是悠遊去處。

駌湖問荷

清末台灣縣八景（當時包括台中縣、彰化，部分南投地區）大坑山裡

的鴛鴦湖也是其中之名景，瑤 （大雪山）晴雪、燄山朝霞、度山觀海、

大墩（台中市舊名）眺月、雙溪漁火、梧棲歸帆，再來是駌湖問荷、龍井

品泉。

鴛鴦湖即今近亞哥花園

附近，雙溪是否指大甲溪

和大安溪（中部此二

溪最大），當時許多

詩人都作詩。而

駌鴦湖之有名，

連霧峰名詩人

林痴仙都如夢

如痴。

亞哥花園

近年經營不太

理想，但附近

登山步道、溫

泉因勢（地區）

利導，放山雞、

竹筍、水果及各

種小吃，便宜又

好吃。那天我和弟

弟自己又去大坑，

就在大坑溪旁的「天

染花園」，原只想歇歇

74

大坑人推介特產的

文旦柚給來訪的媒

體人和作家。（攝

影／丘秀芷）

小白鷺是大里溪畔

的白雪公主，常見

牠優雅閒適地在水

邊活動。

【延伸閱讀】

《聽看大坑》
中台醫護技院通識教育

中心 文圖

野人出版社出版

詩情畫意的「天

染坊」。（攝影／

丘秀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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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擁有鼎盛吳哥文化的柬埔寨，卻因長年

內戰而陷入永無止境的貧窮，遍地都有

血染的傷心事。透過《在椰糖樹的平原上》所

附贈的紀錄片，看到了楊蔚齡所成立的「知風

草文教服務協會」長期在柬埔寨從事貧困救助

與推動當地華僑兒童就學的過程。不懼艱辛地

一再再前往環境惡劣的柬埔寨，一再再地安慰

了那些受驚受苦的小小心靈，也幫助孩子們有

了受教育的機會。「這樣的工作，是不可能回

饋到我們身上的，卻可以讓人道救援工作走得

更遠、傳遞更多的溫暖與希望。」誠如紀錄片

的標題「讓愛傳下去」，希望點了第一盞燈、

揚起第一張帆，能引來陸續的後繼者，願意幫

助這些曾飽受戰火折磨的人，找回起碼的人性

尊嚴與生活品質。楊蔚齡這樣的情懷，幾個人

能擁有？

眼神始終明亮堅定

為了推廣柬埔寨職訓中心的精美手工藝

品，知風草定期都會舉辦義賣活動。今年，義

賣活動正逢楊蔚齡的《切夢刀》、《在椰糖樹

的平原上》新書發表，於是展場特別佈置成柬

埔寨當地的華校教室，兩旁垂掛知風草在當地

服務的工作照片與說明文字，方便參觀者對人

道救援有近距離的體

認。據說，經過多次的

改良與研發，現場這些

色彩艷麗的手染布都已

達到不褪色的製作水

準，看著這些面紙盒、

桌巾、布娃娃等等職訓

中心的心血，彷彿也感

受到柬埔寨居民對培育下一代的愛與希望。採

訪，就在這些破舊的課桌椅中展開，坐在椅群

中的楊蔚齡，身邊彷彿正伴隨著孩子們重獲教

育的歡笑聲。

臉上始終掛著接納的微笑，是我對楊蔚齡

最初的印象。歷經十五年來為柬埔寨難民奔走

辛勞，她的身體已經被折損得相當嚴重，卻始

終不言苦、不叫難，默默走在心中篤定的軌道

上，日復一日。看著她清瘦的體態、秀氣的臉

龐，眼神始終閃動著一抹明亮堅定，忍不住

問，長期投入人道救援，需要什麼特質？而

她，只是笑了一聲，「沒什麼。只要不怕苦、

不怕難，願意為瑣碎的事情而勞動。」

聽起來，似乎真的「沒什麼」。或許是我的

表情還是充滿疑惑，讓楊蔚齡更進一步解釋，

「社工人需要有宗教情懷或信仰，才會走得長

遠。而光有這些還不夠，除了實際的經驗與體

驗，還要有保有自我反省、教導與修正、學習

等等許多特質綜合起來的彈性。如果觀念僵化

了，無法接受新的思潮，而一味用舊的經驗去

面對，就算有再強烈的信仰，這條路都走不

久。」她的補充，讓我滿是疑惑的表情逐漸鬆

解，也讓我感受到她一路走來的社工心路，在

在都充滿了自省的刻痕。

多次與死神擦身

而過

五歲那年，楊蔚齡在

熊熊烈火中，被父親以厚

棉被裹著逃出家中。從

此，這場火持續在她心中

延燒，並形塑了窄暗而沮

「在那個環境下，生命顯得如此卑微。」

一幕幕反覆浮上心頭的難民營畫面，不

斷敲擊她的內心，讓她毅然決定放棄留

學之路，開展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旅途⋯⋯��

76 勇者容顏 77

隨微風輕顫，
「知風草」回應弱小的呼喚

楊蔚齡畢業後考上人人稱羨的華航空姐，仍沒有
中斷社會服務，一碰到休假就趕往救護站排班。

專訪在柬埔寨人道救援的
楊蔚齡
文／邱麗文 圖片提供／楊蔚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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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的人生觀。直到進入實踐社工系，並加入「社會服務團」

與「中華民國女童軍」，人生好像整個都不同了。「接觸了

社工的課程，我終於認清自己，是一個喜歡平淡及平靜的平

凡人，遂決定以社會工作為終生職志。」從此，她就開始投

入犯罪少年輔導、智障教育、紅十字會急救教練、一一九街

頭傷患急救等服務工作。幼年的家變，曾讓她深感各界伸出

援手的溫暖，如今自己也有機會付出這份暖，心中那股恐懼

的烈火突然間熄滅了，並從灰燼中長出一葉新芽，讓她宛如

新生。

基於喜歡平淡及平靜的

心境，讓楊蔚齡投入社會工

作總是默默來、悄悄走。就

算畢業後考上了人人稱羨的

華航空姐，仍沒有中斷社會

服務，一碰到休假就趕往救

護站排班。曾經，她為了救

瓦斯中毒的女孩而吸入太多

毒氣陷入昏迷，還好即時發

現。有一回，因車禍撞擊到

心臟而治療了兩個多月，期

間仍繼續飛行出勤，導致飛

機爬升時心臟隱隱作疼，甚至在高空吞藥卡住氣管。經歷了

多次與死神錯身，不但沒有打消她參與服務的心念，反而讓

她愈來愈投入。

1989年，楊蔚齡覺得五年的空姐歷練已足夠，於是辭職

準備赴美留學，卻因為隨人權協會的「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

到達泰國東北邊境的拿坡難民營，目睹同文同種的華裔子

民，飽受流離戰亂之苦，「在那個環境下，生命顯得如此卑

微。」一幕幕反覆浮上心頭的難民營畫面，不斷敲擊她的內

心，讓她毅然決定放棄留學之路，開展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旅

途。

在泰國邊界專為庇護柬埔寨難民的營區，楊蔚齡原本只

初衷，誠然是為貧窮弱小的人請命，希望將難

民營的真實傳達給世人。」後來，這些文字風

格溫暖而抒情，字裡行間傳達悲天憫人精神的

文章，集結成《邊陲的燈火》，並獲多座報導文

學獎。

陪難民遣返時，楊蔚齡眼見柬埔寨的戰後

重建，可說是百廢待舉，讓結束工作回到台灣

的她，心中仍懸念著返鄉的難民們。由於已是

作家的身分，讓她順利進入報社擔任副刊編

輯。在編務之餘，她仍然到處打聽難民返鄉後

的情形，甚至不惜以「偷渡」方式兩度從泰國

邊境進入地雷遍布的柬埔寨收集資料。

預計工作半年，卻一再再留下來而持續待了四

年，甚至還伴隨難民們遣返故鄉。在難民營，

她曾高燒不退造成內分泌失調，還出過三次車

禍，又一次次與死神擦肩，仍消不了立志服務

的信念。她告訴自己：「人道救援是我的血

液，如果不堅持，一定會後悔。」

創作是為貧窮弱小

為了幫助難民營的孩子募集圖書與文具，

她寫下生平第一篇報導《嗚咽的湄江》，獲得

了廣大迴響。從此，不但寄往難民營的書籍、

文具不絕，也開啟了她的寫作之路。「創作的

楊蔚齡結合志同道合

的力量，成立「知風

草文教服務協會」，

更有計劃幫助柬埔寨

失學兒童。圖為助學

的孩子們。

楊蔚齡每隔半年就會帶著知風草職訓中心學員的作品到鄉下給更窮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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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盾」的角色從旁扶持，並期望當地人能逐

漸走上自立之路。所以，楊蔚齡面對災民們的

需求，除了提供必要的物資、金錢，還要教育

民眾如何善用、珍惜、創造資源。對外界的善

心捐助，她也用一樣的心態來運用，除了透過

熟悉的文化傳播節省經費，也盡量在當地尋求

可以利用的資源，對外募集而來的資源，也不

會任意揮霍殆盡，而是需要多少、取用多少。

「對政府、對企業募款，我都沒有特別的期

待，一切看機緣。就算資源不夠，也會守住原

有的部分，只是擴充的速度緩慢一些。」就算

緩慢成長，知風草協助的學童還是陸續進了中

學，路上的丐童也慢慢減少中，動不動就偷搶

的孩子也變得可以講理。

經歷二十年內戰，讓柬埔寨的百萬生靈流離失所，文化

也在旦夕間成了灰燼。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思考，楊蔚齡

初步決定提供一百個助學名額，幫助失學難童復學，她深

信，「只有讀書識字，才能真正幫助當地的孩子擺脫貧窮，

未來成為有用的人。」有了這樣的信念，她便積極展開柬埔

寨華裔兒童助學計劃，並開始著手籌設「知風草文教服務協

會」。「個人的力量有限，期望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有計

劃地幫助這些難民。」

1996年，知風草正式成立。從此，楊蔚齡必須在報社工

作之餘，不斷參與各種活動呼籲人們幫助柬埔寨的難童就

學，還要不時飛往柬埔寨培訓當地華校教師，了解當地的實

際需求，並在百忙中陸續出版

《知風草之歌》、《希望的河水》

等書，期望透過報導文學的感

染力，讓響應這份善舉的人可

以絡繹不絕。經年操勞的孱弱

身體，又在蠟燭兩頭燒的辛勞

下，終於讓她病倒了。出院

後，體力明顯已經無法再負荷

原本的工作，讓她又面臨了抉

擇，幾經思考，只好忍痛放棄

做了八年且深深熱愛的編輯工

作，全心投入社會救助的領域。

成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

對於知風草的工作，楊蔚齡仔細規劃了短、中、長期目

標。從發現需要、輸送資源（短期）開始，接著提供貧困助

學金、協助華校重建、師資培訓、中文圖書館、鄉村職訓中

心、流浪兒童之家（中期）等養成教育，最後讓受教育的孩

子能夠回饋家庭、社區與國家，師範班的畢業生回學校教

書、職訓中心的技術可以改善生活、提供小生意貸款、發展

全人教育（長期），讓當地人自己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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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成立已經八年的知風草，已經逐步

實現了中期目標。不但每年協助數百學童的助

學金、在21所華校設立中文圖書館，還持續培

訓當地師資、設置「流浪兒童之家」收容貧

病、孤苦無依的流浪孩子、開辦「鄉村職訓中

心」輔導貧困家庭及婦女傳統織布和縫紉技

術。此外，楊蔚齡還不斷拔山涉水到通報的貧

困家庭進行訪視，直接了解每個家庭的實際問

題，鼓勵失學的孩子繼續求學，並提供立即的

急難救助或醫療轉介。「希望每個個案都是真

正值得幫助的，而不只是聽說的。畢竟我們的

經費來自大眾，不希望草率浪費。」

對於長期協助的柬埔寨難民，知風草從不

願用「幫助」的心態來面對，而是選擇扮演

一幕幕反覆浮上心頭

的難民營畫面，不斷

敲擊她的內心，讓她

毅然決定放棄留學之

路，開展了完全不同

的人生旅途。圖為她

在柬埔寨邊境的雲晒

村「光華小學」介紹

台灣送來的課外讀

物。

「知風草之家」的孩子們養了四隻小豬，小豬長大後又生了四隻小豬。



「《切夢刀》的場景包括泰國、美國、柬埔

寨，時間從內戰到和平。其中有夢想與現實、

痛苦與快樂、希望與絕望的反差呈現，面對現

實，讓許多人寧願希望只是一場夢。」據說，

楊蔚齡經常在撰寫的過程中泣不成聲，看完

《切夢刀》之後，我可以感同身受。畢竟書中

所描述在失望與夢想幻滅中掙扎求生的情節，

是她真正接觸過的，甚至有些是相處密切的朋

友。《切夢刀》見證了戰爭的殘酷，這些生命

中的深層書寫，只有透過小說的形式，才不會

讓她痛得招架不住。

自許平凡卻不平凡

「如果你不把腳放在滾燙的沙上，你不會

瞭解沙漠。服務工作，最難的，不是我們不救

助，而是救不

了；最苦的，

不是救多少，

而是明知救不

了卻還執意要

救。雖然，我

從救助工作中

接觸到的，都

是貧病、困

苦、麻煩、瑣

碎的人和事，

卻因為與他們

相處，而更加

深刻地理解人

性的美善是多

麼難得。」由於長年來無私地投入無國界關

懷，讓楊蔚齡陸續獲得「吳尊賢愛心_」、「十

大傑出青年」、「十大傑出女青年」，去年還獲

頒柬埔寨王國國際NGO協助柬國戰後重建一等勳

章。也因為這份無私，讓她忽略了自己的終身

大事。「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機緣。

做了社會工作，反而有了更多家人，所以不覺

得孤單。」

二十多年來，透過服務他人來滋養內在美

善的嫩葉，如今已枝繁葉茂、果實累累，也讓

自許平凡的楊蔚齡，有了不平凡的成就。只要

有一點微風，知風草就能隨風擺動。所以只要

支持人道救援的聲浪揚起，「知風草」就會繼

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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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淚撰《切夢刀》

問起這些年來最大的收穫？楊蔚齡說，「還在路上走，

如何談收穫？如果心中想著收穫，就會充滿挫折。特別是無法

被量化的教育，往往會發現愈深入困難愈多，甚至談不上成

果。所以不應該有預期，就去做，就是了。」那些事件最深

刻？「所有走在救助路上的人，都知道這個工作的艱辛。而回

頭看，要看哪一段呢？因為太多太多段了，所以也就沒有『最』

了，因為每個事件都在困難中努力過了，卻並不代表解決

了。」我想，我問了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就像去問一位媽

媽，養這個孩子有什麼收穫？誰能告訴你清楚而準確的答案？

其實，要深入體會楊蔚

齡長年投入人道救援的心路歷

程，就應該直接去看她寫的

書。每一篇文章的落筆，都是

觸動她心弦的深刻故事，讓人

透過這些報導文學的脈絡，逐

漸爬梳出一個被戰火蹂躪後的

面貌。今年出版的《在椰糖樹

的平原上》圖文報導集，是她

十五年來救助中南半島難民的

經歷集結，集歡樂、悲傷、童

趣、無奈、希望與失落的一頁

頁圖文，反映了動盪時代下生

命的尊嚴與卑微。

除了呈現真實生活樣貌的圖文，同時發表的長篇小說

《切夢刀》，則是反映楊蔚齡內心深處的感受。這本花了十年才

完成的小說，許多角色都隱約在《邊陲的燈火》出現過，卻被

賦予了不同的生命。書的封面上寫著：「鄉愁是高貴的痛苦。」

點出了《切夢刀》的中心思想，書中的每個人物都困在濃濃的

鄉愁中而寄託夢想，而這把切夢刀砍下去，會有什麼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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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上始終掛著接納的微笑，十五年來為柬埔寨難民奔走辛勞，楊蔚齡的身體已經被折損得相

當嚴重，卻始終不言苦、不叫難，默默走在心中篤定的軌道上，日復一日。（攝影／林枝旺）

楊蔚齡不斷拔山涉水

到通報的貧困家庭進

行訪視，直接了解每

個家庭的實際問題，

鼓勵失學的孩子繼續

求學，並提供立即的

急難救助或醫療轉

介。圖為楊蔚齡和正

在為孫女學費發愁的

老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