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天的徒步環島，是魯文學、蕭麗吉、魯適維相互陪伴的路程。

也許您聽過他們的故事，也許您才剛看過他們全家共同創作新鮮發行的旅行手記。

然而，網路上許許多多的部落客對於這個家庭，早已如同家人朋友般的熟悉親近，從

2007年7月21日他們在「登陸」部落格，記錄這個51天父子二人徒步環台的點滴開始，

短短一年間，瀏覽數竟超過十萬人次，透過51天的記錄裡，許多人彷彿也跟著一同圓

夢，參與這趟環台之旅。

1200多公里，經過3次颱風、1次地震、荒蕪古道、無盡頭的岬岸和無以數計的台灣人的

熱情⋯

一路上，他們既是父子也是旅行的夥伴、互相陪伴依靠，往前走自己的路。

文／張靜安         圖片提供／魯文學

▲ 和媽媽約定第一次送補給的
日子。走在往來都是快車、

大車的台2線上，膽顫心驚
的留下父子倆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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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認不會帶孩子的父親，卻

在互相陪伴中給了孩子和自

己許多人生的功課

魯文學並不將這次的徒步環島當做一

個要挑戰的目標，而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把不必要的壓力放下。能不能走完全程並

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若能走完就不應輕易

的放棄。

他們把環島的目標切成了六個小塊，

東西南北四個點和北迴歸線、濁水溪兩條

線，是達到時慶祝的目標。所以，階段性

目標變得小很多。

一路上保持者快樂的氣氛，不去多想

負面的感受，比如辛苦、艱難等等。幾天

的路途內，六個目標點很快就讓他們就會

獲得新的成就和滿足。

他說：「當我們開始決定要步行環

島，和持續步行時，我們是自由的。我們

可以依我們自己的任何決定，走長，走

機、收音機、手機、電池、宿營工具、地

圖、筆記本，以及魯文學他自己的兩機兩

鏡單眼數位相機、防水消費數位相機、腳

架、電池等，再加上步行時得攜帶大量的

飲水和備用食物，背包變得相當沈重。他

們後來才知道，這樣的重量對於專業登山

者來說，已經屬於重裝徒步了。

儘管魯適維比一般12歲同年齡的孩子

顯得高壯，但畢竟環島除了體力，更考驗

著長時間負重步行的肌耐力，而魯文學資

深的上班族生涯也疏大量運動。

於是，在出發前他們安排了試走，蕭

麗吉為父子倆的徒步環島行動建立了部落

格，並且和魯文學規劃了每週一次物資補

給，她是這個環島隊伍的啦啦隊，更是強

而有力的後勤官。待一切安排就緒，2007

年的7月13日，魯文學背起27公斤的裝

備，魯適維17公斤，他們，上路了。

子，帶著年輕時未竟的夢想，趟上這一趟

旅程。

首先，他們買了台灣全圖，攤在客廳

的地板上，開始了測量、計算與規劃的準

備工作。

魯文學一步一步帶領著魯適維，他

說：「我們是夥伴，我比他多的是經歷的

年歲所得到的經驗，讓我可以多一點篤定

去面對一些事情不讓他心慌，但是所有的

工作我們都一起完成。」

雖然沒有從事過野外活動，也完全沒

有戶外野營的經驗，魯文學多年來的職場

經驗，讓他構想出應該著手進行的準備工

作。

量了台灣海岸一圈，計算出約莫1200

公里的距離，換算成每小時走3公里，每

天走8小時，每天走24公里，全程大約需

要50天左右，這麼長的時間如果每天住旅

館或民宿過夜，費用將會很可觀。所以他

們父子倆決定把費用投資在帳篷裝備上，

用露營的方式解決住宿的問題。只是這樣

一來他們要負載的裝備就變得更多了。

他們上網搜尋了相關知識後，採購

較便宜但堪用的專業裝備，包含背包、防

水鞋、健行登山毛襪、防水綁腿、斗蓬式

雨衣、帳篷、睡墊、簡單炊具、行軍鍋等

等，除了這些，背包裡還要放換洗衣物、

沐浴和洗衣的洗劑、藥品、手電筒、對講

一對父子、兩個生命的轉折

點，三個人共同誕生的環島

夢想

2007年夏天，任職藝術總監的魯文

學，曾經是知名廣告人，也得過時報金像

獎，47歲那年，他想轉換生涯跑道，離開

一待就10年的公司，決定辭去工作為自己

的職業生涯中場休息。而12歲的魯適維

國小畢業，面對人生兩個階段的轉變與開

始，由小小年紀的維維的提議，在太太蕭

麗吉大力支持下，意外催生了父子二人瘋

狂的步行環島計畫。

魯文學說：「太太對於我的生涯轉換

非常坦然，兒子聽到我要辭職，不但沒有

擔憂，還很高興的說這樣就可以一起環島

了。我想開車環島並不困難，但他卻堅持

用走的，聽到他要走路，我嚇了一跳。」

其實環島這個夢，早在1984年他大學

畢業的時候，就在魯文學心裡醞釀著。只

是出了社會後一直汲汲營營於生活，這個

夢想並沒有機會認真的化為行動。

當下雖然被兒子興致勃勃的熱力所

感染，魯文學還是再三確認兒子的決定不

是出於三分鐘熱度，他反覆提醒著兒子，

步行得忍受熱天氣、負載重裝備、路程中

還有山脈等等，但魯適維非常篤定的說：

「就是要走路環島！」得到蕭麗吉的全力

支援後，讓魯文學終於下定決心，帶著兒

▲ 梧棲港停留的時候，發現這隻純棕色小
狗，看起來懶懶的。魯適維一看到小狗

溫溫敦敦的可愛模樣，便一直重複著跟

爸爸說：「好想帶回家養喔！」

▲ 背著沈重的行囊，遇到體力不濟的時
候需要搭便車協助走一程。他們製作

了海報固定在背包上，用隨興的心

情，等待有緣的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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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慎重以對。

台26這段未開發的海岸線是由很多大

石頭連接而成，在當地人口中這段路幾乎

得要用跳著石頭才能走。

天還沒亮父子就整裝出發了，然而這

段路竟遠比想像中要更長、更艱辛很多，

直到正中午太陽非常毒辣，沿途毫無人

煙，也看不到盡頭。

魯適維熱到腳軟，不斷跌倒。食物

早上就吃完了，水只剩1,500c.c.，手機又

不通，不知何時能走出來，感覺很恐怖。

走到傍晚6點，快餓暈了，天色也越來越

暗，魯適維內心的恐懼和壓力累積到一個

極限，他終於哭了出來。魯文學輕輕對兒

然興致勃勃但是卻是充滿不安全感，他怕

落單也怕黑，如果兩個人之間的距離拉遠

了，或是父親稍微離開視線，他就會拿起

對講機呼叫。

隨著父子之間夥伴與信任關係的建

立，魯適維越來越能享受在旅程經歷的事

物。雖然父親的攝影總是拖累進度，也得

在不那麼舒適的學校借住紮營；從忍受、

調適，到後來甚至累了在加油站和火車站

的角落也可隨興就地休息，一大一小帶著

兩個大孩子的心情，一路向前挺進。

若說在此行較驚險的記憶，是發生

在行程的第19天，進入台東山區後，他們

在石梯坪附近的山裡迷路，那是段完全沒

有路徑可遵循的阿伊蘭古道。魯文學用樹

枝砍下高過人頭的芒草帶兒子前進，手刮

傷得很嚴重，手機也不通。雖然很緊張，

不斷想萬一出不去該怎麼求生，卻不能表

現出來讓兒子跟著擔心。魯適維也強壓抑

住內心的害怕，直到終於走出來那刻，魯

適維說：「我很想哭，可是我累得哭不出

來。」

另一個是在第21天，行經台26未開發

的這段海岸線。沒有完整的地圖可參考，

從陸續問到的資料拼湊得知，海岸線全長

約莫10公里，評估準備一些簡單糧食，應

可過關。

經過阿伊蘭古道的訓練後，這次他們

雖然出發前，曾想過要不要尋求某個

廠商贊助，以減少負擔。雖然沒有達到目

的，但幸運的是，也因為沒有贊助，所以

他們的整個行程變得開心而自由。不必為

了完成和某個贊助廠商的約定，而在行程

中失去了自己，

魯文學說：「能夠單純的為自己做

點自己想做的事，感覺是完全不同的。如

果，我們在追求時，是可以沒有太多拘

束，那麼，我們是幸福的。」

他自認他不是一個會帶孩子的父親。

因為每個人都是成為爸爸的那一刻才開始

學做爸爸的。爸爸和孩子的角色開始在同

一個起跑點上，所以他不需要教孩子什

麼，只要依循著他，培養他「知道」、

「思考」和「實行」能力，讓他有能力迎

向未來的生活。

「讓孩子擁有自我」，如同魯文學

放在案前那首，黎巴嫩的大文豪紀伯倫

（Kahlil Gibran）在「先知」裡的「孩

子」的詩（註一），在魯文學的印象中，

他的父親，也就是魯適維的爺爺也如此扮

演著父親的角色，。

行程中，經歷過二次深刻的

恐懼

從淡水沙崙起腳，他們一路順時針

往南走。魯文學回憶著，一開始魯適維雖

短，停留，或作罷。不需要對誰交待，或

是對誰負責，我們要面對的，只有我們自

己，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行程。每一天，

我們頂著大太陽，或淋著雨，走在無聊的

公路上，我們都會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幻

想搭高鐵回台北，或維維三叔用福斯T5

帶我們回到清境，或者在維維媽媽補給

時，我們就跟著回台北了。但是，我們很

明白，我們只能問自己，要不要繼續走下

去。高興的是，我們未曾真正有放棄的念

頭。」

▲ 跨過秀姑巒溪，從台11線的公路上遠
遠就看見北迴歸線一柱擎天的尖柱標

誌，魯適維站在柱子下留下了勝利的

剪影

▲ 魯文學熱愛攝影，也運用鏡頭的捕
捉，一一忠實的訪記錄下51天的環島
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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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靜開始的旅程，在掌聲中

回到終點

這個屬於二個男人的徒步活動，因為

夢想的延伸，讓很多曾懷有環島夢的人也

被深深吸引。

隨著部落格上訊息的傳遞，越來越多

人注意到這對特別的父子，尤其當聽聞這

樣的徒步計畫竟是由一個12歲的大孩子發

動的，實在令人嘖嘖稱奇。

1,200多公里，他們走過最北端的富

貴角、最東的三貂角、最南的鵝鑾鼻、最

西邊的東石港和兩次的北迴歸線，踩過人

煙罕至的古道、砂石漫天的公路；看見蔚

藍遼闊的海岸、綠波盪漾的田野；在荒野

迷路無援時互相擁抱打氣，在車輛稀少的

大橋上手牽著手。

有些人在沿途等待他們，或是準備食

物接待他們、或是陪他們走一段，這樣的

參與，好像自己也實現了一部分的夢想。

走回出發地淡水沙崙的那一天，親友

們在終點興奮地見證他們插下那面青天白

日滿地紅的國旗。這一次的慶祝儀式，魯

適維手中的可樂加曼陀珠將慶祝的氣泡，

在歡呼聲中噴灑的好高。

一趟屬於父親與兒子的旅程

這一趟旅程，不但是屬於魯適維與父

親的，也是屬於魯文學和他的父親的。

魯文學是在清境山上長大的孩子，徒

步行走的過程中，魯文學無法抑制的回憶

不斷湧現著父親在世時的影像。父親陪伴

魯文學從童年、求學、出社會到魯文學自

己也成為一個父親，他的父親沉默、含蓄

而深深的關愛，一直無條件給他最大的空

間和最溫暖的支持。

四年前父親過世，和父親心靈間那份

牽繫，是他在心靈深處安定的力量，魯適

維也非常愛他的爺爺。

說也奇怪，這趟徒步過程中，每當進

行夜行軍走到黑暗處，總會有狗兒跟在他

們旁邊，彷彿在守護著父子倆，直到行到

光明處後狗兒又靜靜的離開；每當遇到迷

失、不安，包含在阿伊蘭古道和台26線那

段未開發的驚恐路線，內心裡總覺得父親

看顧他們。魯文學說：「說牽強也好，但

我和維維就是這樣的感覺著，我感謝我的

父親，在行程中一直保佑著我們，我很想

念他。」

魯文學有天醒來，很奇妙地發現鞋面

長出一株綠芽，可能是走古道時野草的種

子塞在鞋縫裡了吧，加上這18天的雨，讓

濕鞋成了催化種子的最佳溫床，他們父子

倆充滿童趣，靜靜看了好久，還拿了相機

將他拍下來。

兒子問爸爸：「要不要養它？」魯文

學說好。

只是天氣放晴後，綠芽不耐久熱又曬

死了，但他們還是覺得很幸福，因為終於

能再洗熱水澡。 

子說：「如果你還有壓力就哭吧，哭了以

後，想一想，看一下錶，想想我們的時間

應該要放在哪裡？天色漸漸暗了，如果你

準備好了就告訴爸爸。」魯適維看看手錶

對爸爸說：「再給我三分鐘。」，然後深

深地吸氣，放鬆一下，再度起身跟著爸爸

的腳步向前進。

終於看到海防人員在眼前出現，魯文

學趕緊大聲求救，海防人員帶他們回辦公

室休息，聽聞他們倆個人從天未亮開始走

在沒有公路、高低崎嶇的海岸線上近30公

里，莫不驚訝萬分，他們做到了連海巡隊

員都難以想像的事。

登山鞋上冒出頭的小小幼苗

另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也讓父子倆印

象深刻。

那是在第27天，行腳第一次遇到

下雨，炎夏的溫度下有雨珠散

熱，魯適維顯得非常很開

心，看到水坑都要踩一

踩。沒想到，從那刻起，

雨連下18天，背著重裝

備，穿雨衣繼續步行就辛

苦了。除了睡覺，每天全身濕

答答，晚上也是洗冷水澡。

枋山村外海邊的傍晚，天空沒有星星和月亮，靜靜聽著岸堤外海浪陣陣的拍打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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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實和快樂。」

魯文學、蕭麗吉和魯適維從徒步環

島，看到另一種豐盛的生命饗宴，而他們

也繼續享受這樣美好的體會。

要找到你最喜歡的事，因為你喜歡，所以

你會投入很多的心力去做它，由於你投入

很多心力做它，你就會做得很好，能做自

己最喜歡的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們只是單純地，做我們想做的事，

依我們的能力走路，每一天，每一天地走

路，我們想，40天走不完，就走50天，50

天走不完，就走60天，如此而己。

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即是幸福，堅持

不懈，會讓一切改觀。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能有這麼大的福

氣，和這麼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在心靈

深處連結，以一種很單純的心念繫在一

起？

自己的生命在第47年的時候，第一次

有勇氣開始走自己想走的路。

第一次環島，第一次徙步長征，第一

次睡學校，第一次和那麼多人互動，也是

第一次寫書⋯

我像極了一個才誕生的生命，開始

了很多的第一次。像是維維媽媽的塔羅牌

所預言的：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也像是

第一次面對著將要誕生的維維這個新生命

時，所領悟的一樣，從此刻開始，明天永

遠未知，自己保持著樂觀去學習，如何知

道、如何思考和如何在未來行動。

最讓自己高興的是，第一次在生命中

感受到了，『能愛其所愛』給自己所帶來

註：

紀伯倫    先知 - 論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他們是生命本身充滿渴望的兒女

他們經由你來到這個世界　但

他們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他們你的愛　但不是你的思想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他們的身體住在你的屋裡　但

他們的靈魂並不

因為　他們的靈魂居住在明日之屋

甚至　在夢中你也無法前去探訪

你可以盡力讓自己變得像他們　但是

不要使他們像你　因為

生命不會倒流　也不會在昨日佇足

你是弓　經由你

射出子女的生命之箭

神箭手瞄向無窮遠的標的　以祂的神力將你拉彎

把箭射得又快又遠

任那神箭手將你彎滿

那是一種真正的喜悅　因為

一如祂喜愛飛快的箭

祂也同樣喜愛沉穩的弓

（齊若蘭譯)

說：「這個環島是我們一家人一起成長的

過程，我們的孩子回來之後長大了很多，

我跟魯爸爸也學習到彼此信賴，彼此支

持。」

今年的8月中，爸爸、維維再度上路

和三個同學合組五人805聯隊，完成了18

日單車環島的願望。這次的規劃，由維維

擔任副聯隊長，他已成為爸爸的得力助

手，負責壓隊和醫護官的工作。

他長大了。蕭麗吉很為父子能夠互相

陪伴而開心，相信孩子將來能把跟爸爸這

段環島互相陪伴的體驗，帶到他日後的人

生旅途上。

走完這趟，兒子變得自信很多；魯文

學也變得不太煩惱離職後的經濟問題，相

信只要夠堅持，自然能走出一條路。

「能愛其所愛」給自己所帶

來的充實和快樂

父子同行，將台灣這個似熟悉卻陌生

的原鄉，認真的走過一遍，每次分享環島

故事時，總是被大家問到：什麼時候想放

棄？魯適維認真的想想說：「沒有啊！」

雖然常常拿放棄這件事來開玩笑，天氣那

麼熱，風雨那麼大，走路那麼地辛苦，但

是，為什麼不曾想放棄呢？

魯文學感性的說：「我發現，我們在

冥冥中好像做對了一些事。曾有人說：你

魯文學說：「一路上所有陌生卻溫暖

的友誼，讓我們搭便車也好、接納我們借

住紮營的學校也好、迎面打氣或是上部落

格為我們加油的朋友們，我們獲得的遠比

我們預期的多太多太多。」

蕭麗吉擔任魯家環島隊伍後勤補給

的工作，她回憶第一次送補給到東北角，

沿著海岸線沿途找尋父子倆的身影，才停

車，兒子立刻問了蕭麗吉，從台北開車到

東北角需要多少時間？他想知道，靠著兩

隻腳走了整整五天的路程等於開車要多少

小時？「四十分鐘」答案揭曉時，可以想

見兒子臉上不敢置信的表情，令她難以忘

懷。

從一開始見到兒子疲累的模樣時的

捨不得，到後來她發現，補給路線越來越

遠，但心情卻越來越輕鬆。行程中段再送

補給時，魯適維已經老神在在地教導蕭麗

吉野營時洗衣晒衣的技巧。那一刻，蕭麗

吉很高興自己支持了他們的環島之旅：

「開放為生命帶來更多可能性。」蕭麗吉

▲ 回到起點的慶祝儀式，歡呼的氣泡噴
灑的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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