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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童年唯一老照片留下契機

               澎湖藍家的重聚故事

的故事阿媽

這張照片是羅以晴和親生家庭的兩個姐姐於她

3歲生日的那一年，在澎湖縣東石鄉唯一的相館拍下

的。 

羅以晴，1968年出生於澎湖縣，一直以為是被

父母捧在手掌心裡的珍珠，卻意外得知自己原是養

女的事實，想追究故事原委卻更害怕事實的殘酷，

多年來總反覆著她尋親的意念。

一轉眼40年過去。決定依循內心的渴望，羅以

晴帶著忐忑的心和一張38年前拍攝的泛黃老照片，

輾轉找到了照片中當時巧笑倩兮如今已是耳順之年

的兩位姐姐。

相認的那一天，三個姐妹竟同時出示了這張唯

一的合照。

這是澎湖縣東石鄉藍家兄弟姐妹重聚的故事。

文／張靜安     圖片提供／藍鳳凰、羅以晴、胡瑞原 

用假日帶著自己四處遊山玩水，疼愛非

常；加上繼兄姐與家庭疏離，羅以晴小小

年紀便覺得自己有責任要好好回報父母親

的愛。

羅以晴國中那年，學校統一辦理學生

首次國民身分證請領，她領到身分證後，

竟在自己和父母的欄位上看見三個完全陌

生的名字，讓她震驚非常，哭著怪老師把

這麼重要的東西搞錯了。當時的級任老師

為求慎重，一再對照文件、反覆確認。然

後告訴羅以晴：「這沒有錯，妳是藍鳳

雪，妳的爸爸媽媽，是藍仲為和黃仁莊才

對，不是姓羅。」

備受父母疼愛的童年

羅以晴(本名藍鳳雪)自有記憶以來，她

就生活在羅家，她知道母親是前夫死後再

嫁，因此母親與前夫生下的繼兄、姐比自己

大上很多，才初初就學之際，五位繼兄、姐

就陸續成家立業，彼此間感情淡薄。

事實曝光 養母對羅以晴謊稱

向親生父母買了她

羅以晴下了課後是哭著回到家裡

的，她一直告訴自己是學校搞錯了，可

是「雪」這個字（Yuki），從小就是父母

口中常喚著的小名，羅母說是外公幫她取

的，會有這麼精準的巧合嗎？進了門，

見她淚流滿面，羅家爸媽忙上前探詢究

竟？她把學校帶回的身分證從書包裡拿出

來，哭著說：「為什麼我的身分證是這個

樣子？藍仲為和黃仁莊是誰？藍鳳雪又是

誰？」頓時的空氣凝結，像觸了電般的母

親驚恐地說不出話來，父親則呆坐在椅

上，表情木然。為了要留住羅以晴的心繼

父親晚婚，而母親又比沒結過婚的父

親年長，小以晴與父母的年齡差距較遠，

卻是他們倆唯一的孩子，雖然身為公務員

家庭的物質生活並不特別富裕，羅家夫婦

對於她如祖父母惜孫般的愛護有加，總把

最好的都留給她。記憶中，爸爸媽媽常利

▲  羅以晴擁有自己
的家庭之後，對

原生家庭的真相

就避而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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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羅家，讓她對親生父母斷念，羅母心

一橫對羅以晴撒了謊：「妳是我們向澎湖

東石鄉藍家買來的孩子，妳的生母生養了

很多孩子，可是生父愛喝酒、愛賭博又不

工作，所以把妳賣給我們，拿了錢好養活

妳其他兄姐。」羅以晴睜大眼，不敢置信

的看著母親說完這一番話，她不但是個養

女，還是個被父母拋棄、賣掉以養兄姐的

孩子？為了讓羅以晴相信她說的是事實，

羅母從抽屜裡取出了一張老照片，是羅以

晴三歲那一年和兩位親生姐姐的合影，三

歲的年紀對於眼前照片裡的人兒是一點印

象也沒有了，羅母對她說：「這是唯一的

一張合照，從那以後他們就沒有再來看過

妳了，只有我們倆老照顧妳啊。」

壓抑對真相的渴望與害怕  

時間慢慢流逝

羅母的這一番話，果然澆熄了羅以晴

當時想探究事實真相的勇氣與渴望。她暗

想，從小羅家父母就是她最親近的人，儘

管羅父對這整件事的原委完全沉默而噤聲

不語，對羅母的話也不表示任何意見，羅

以晴相信媽媽說的話就是事實。父母親從

來就對她疼愛有加，尤其當知道自己是被

賣掉的女兒，卻遇到這麼好的人家，她更

應該好好孝順他們，不該再提起原生家庭

的事讓他們傷心。

事隔不久，鮮少出門的羅母一日出門

後，竟帶回一張嶄新的身分證給羅以晴，

上頭的父母欄位和名字欄位全部都更正

了。這領養事件在羅家便成了一個刻意被

淡化不再提起的禁忌。

尋根的念頭，隨著羅以晴的升學、

就業、步入家庭等等忙碌的人生步調下，

漸漸被壓抑下來，可是她內心深處總是

蠢蠢欲動著對於事實真相的探究，「親口

問一句也好。」羅以晴說：「照片中的姐

姐看起來這麼愛我，父母為什麼會賣了我

呢？」

結婚後，羅以晴曾經和丈夫提起這件

事情，徵詢他的意見，丈夫劉玠珉鼓勵她

去尋找這一段失去的記憶，不要抱心中留著

問號而遺憾到老。

緊接著孩子陸續出生了、兼顧家庭和

事業更顯忙碌，總而言之，羅以晴還是猶豫

要不要去面對真實背後可能如羅母所說的不

堪？於是始終沒有跨出關鍵的一步。

直到民國88年，羅父過世，隔年羅以晴

陪著年事已高的羅母第一次回到澎湖省親。

行程間，羅母隨口一句：「你想不想去看看

親媽媽？」羅以晴點頭，羅母憑著記憶帶她

到藍家古厝，早已是人去樓空，附近老鄰居

說他們多年前就定居在台灣，很早就不住這

裡了。她們去了藍老太太的大哥家，藉口故

人老友前來探望，藍老太太的大哥對母女倆

人說：「妹夫早就過世了。你們晚了二年，

妹妹定居在台灣，不過兩年前也走了。」音

訊到此幾乎已斷絕了。

老照片勾起被壓抑的意念 

連絡戶政機關按圖索驥尋找

澎湖省親回到基隆夫家後不久，一

位朋友為了抵償對丈夫的欠債，將幼稚園

頂給夫婦倆人，羅以晴硬著頭皮從原本的

財務工作轉換跑道，重新開始新的生涯規

劃，考園長執照、學習設計和製作教材、

辦研討會，勤研校園管理等等工作，花長

時間跟園裡的孩子們生活在一起，最近幾

年工作總算漸漸上了軌道。

看著幼稚園裡被父母們個個疼愛的孩

子們，羅以晴常常想起那唯一一張和親生

姐妹的合照，那泛黃照片中兩位姐姐對她

疼惜的溫柔臉孔不斷浮上腦海。羅父過世

了、羅母也長年臥病，是不是時候該那把

心中缺角的一塊彌補起來？今年7月，羅以

晴終於採取了行動。

▲ 羅家夫婦對於她如祖父母惜孫般的愛
護有加，總把最好的都留給她。圖為

祖父母特地為她拍下的照片。

▲ 羅家夫婦常利用假日帶著羅以晴四處遊山玩水，疼愛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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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一 二哥藍清雄  
前排左二 三哥藍清泰 
前排左三 藍老太太   
新娘 大姐藍鳳凰   
新郎 大姊夫張長榮   
前排右二 父親藍仲為 

 後排左二 大哥藍清漢  
後排左三 二姐藍鳳惠 
此時小妹藍鳳雪與小

弟藍清強已分別離開

了家庭

後便在附近的印刷廠打掃煮飯，所得的

台幣150元月薪就是給鳳雪買愛美滋代奶

粉用的。鳳雪3歲的時候，鳳凰到台灣的

親戚家幫傭工作，不得不和家人暫時分

開。

唯一的最後的一張照片 成

為尋親的契機

藍鳳凰印象中，母親非常疼愛著個

么女，因為皮膚生得吹彈得破、白胖可

愛雙眼靈動，因此取名鳳雪，日文暱名

為雪（Yuki）。當時羅老先生和父親藍仲

為是酒友，常常來家裡一起吃飯喝酒，

他娶了較自己略年長的寡婦，因為當時

羅老太太已有5個孩子又無法再生育，羅

氏夫婦倆人見初出生的鳳雪甚為喜愛，

頭的女聲輕輕問道：「妳是雪

(Yuki)嗎？」這個熟悉的呼喚，

讓羅以晴眼眶一熱，幾近哽咽

的喚出：「是大姐嗎？我是雪

(Yuki)」原來，這個暱稱其實是

從原生家庭就開始的印記？這

個通電直到深夜未終，羅以晴速速約了隔

日的登門拜訪，姐妹相認的那天，藍鳳

凰、藍鳳惠、羅以晴（藍鳳雪）三個姐

妹，同時出示了這張唯一的合照。。

這張唯一的老照片是羅以晴和親生家

庭的兩個姐姐於三歲生日的那一年，一起

在相館裡拍下的，兩位姐姐特地到養父母

家裡去探望小妹是否過得安好？哪知道羅

家夫婦事後竟火速連夜搬走，從此渺無音

訊。

「我幾乎不敢相信妹妹會有回到家

重聚的一天，母親過世前一直惦記著被帶

走的鳳雪和清強」羅以晴的親生大姐藍鳳

凰述說道，童年的時候家裡的環境不好，

母親仁莊是澎湖出了名的書香黃家的千金

二小姐，受日式教育、漂亮溫婉且知書達

禮，而父親藍仲為卻是一文不名。

民國40結婚後，父親原本也極思振

作，可惜努力屢次未果轉而失志，不但從

此藉口不工作，並常於酒後家暴於母親和

兄弟姐妹們。為了維持家計又要顧及父親

自尊不向娘家求援，母親放下身段幫鄰居

羅以晴聯絡了澎湖的戶政事務所，用

身分證字號去查詢原生父母和家庭的相關

資訊，幸虧現在電腦化的戶政作業簡化了

查詢申請程序也加速回應作業，她依照戶

政事務所的資訊與協助按圖索驥，再透過

各村里長的幫助，一路順利地找到了位在

台北的姐姐住所。

知道地址後，羅以晴立即從基隆找了

去，不巧那一天姐姐正好外出，她等到晚

上仍不得其門而入，只好留下電話交給住

宅區警衛代為轉達，並速速回到家裡等待

回電。然而當晚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沒有回

應，羅以晴整顆心揪在一起，以為是家人

不願相認，難過得不得了。

大姐深夜回電 故事的真相一

步步拼湊出媽媽的愛

將近午夜十二點，安靜的電話突然

鈴鈴作響，她連忙拿起電話應聲，電話那

包月洗衣，一戶一個月收費僅20元新台幣，

因家中食指浩繁，不得不多接幾戶好維持溫

飽。冬天凍寒、衣物又厚重，常常讓母親的

手因長時間泡水而潰爛，她也不喊一聲苦。

沿海離島謀生不易，藍家兄弟姐妹們上課時

得主動大的帶小的，下了課要四處去打工幫

忙家計，退潮時撿海螺；漁忙時去工廠剝蝦

切魚往往被魚刺蝦鬚刺得傷痕累累；回家前

得幫父親在路邊撿菸屁股，拆開菸草後，重

新用棉紙捲煙好讓父親解癮；撿柴的時候常

遇到野狗追逐，可是得切記著，就算被咬柴

火可千萬不能放，否則不但被白咬了，回到

家父親肯定又是一陣好打。家裡生養了五個

孩子，其中一個弟弟小小便夭折了，排行老

七的鳳雪出生在民國57年，和長女鳳凰差了

十三歲，當時藍鳳凰為幫忙家計，國小畢業

▲ 在澎湖縣東石鄉的童年時代，羅以
晴已經幾乎失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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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鳳凰(右) 羅以晴(左) 談起彼此分開38
年的露水點滴 總有說不完的故事

儘管也疼愛這孩子卻不知如何教養只能求

神問卜。得知身世之時的胡瑞源正是血氣

方剛的衝動少年，他一開始曾經想找尋

親人，可惜最後因為資訊片段導致無功而

返，但這突來的打擊讓他無力招架導致心

性變得乖戾暴躁，輾轉多所高中唸到最後

仍是肄業，卻因勇猛兇狠，在社會邊緣的

組織裡開始平步青雲。

直到在外島當兵的那兩年，這一段青

春的暫停期，他開始思考人生，這些人際

關係、逞凶鬥狠、欺人或被欺的意義在何

處？胡父胡母對他的愛，與他帶給兩老的

傷害，他很想下定決心脫離這些是非，好

老照片尋得家人的經驗，立即自告奮勇要

找到弟弟。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大約三

天之後，便從高雄得到好消息了。

藍清強（胡瑞原）失而復得

的光明人生

很快地，因養父母關係更名為胡瑞原

的藍清強，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前來台北

大姐家團聚。藍家的七位兄弟姐妹總算能

相聚一起，並未相約卻發現那天正好是藍

老太太的冥誕，大家心中暗思著，這或許

是媽媽冥冥中的保佑，媽媽找回孩子們的

心願，在她去世第11年總算達成了。

胡瑞原提及自己的故事也頗令人驚心

動魄，民國59年出生的胡瑞原，在胡家也

同樣是唯一的孩子。父親自軍職退休後，

為生計從事勞力工作，母親則經營小生

意。胡瑞原生得身型高大從小就愛運動。

他獲選為國小足球校隊一路踢到國中，成

績優異。然而因為父母親工作繁忙，每當

踢完球回到家中，得自理三餐後面對四面

壁，缺乏親情的關注。

胡瑞原國中時被遴選為國家足球代表

隊，某次代表國家參加歐洲杯足球賽，為

辦理出國護照，才從戶籍謄本的紀錄得知

自己原本的身世。知道真相後，胡父認為

他遲早會離開這個家庭，所以對他的態度

漸漸冷淡，養母對於管教總是有心無力，

又見藍家生養眾多孩子，於是向父親提議

由他們夫妻倆幫忙藍家照顧一個。母親不

肯，羅家夫婦卻不願放棄，羅先生開始更

常拿酒來和父親共飲，酒酣耳熱之際對父

親遊說：「我們一定會善待這個孩子，一

定會給他最好的。大家這麼多年朋友，又

住得這麼近，你們要看雪（Yuki）拐個彎

就到了，兩家人一起疼這個孩子，不是更

好？」於是父親不再反對，儘管母親痛徹

心肺，當晚孩子還是被帶走了。

藍鳳凰因中秋連續假日，省吃儉用

買了要給小妹妹的新衣服和風行的蓮蓉月

餅返家過節，一路坐船、暈船從台灣回

到澎湖家中，才知道妹妹已被羅叔叔抱走

了。她和妹妹鳳惠兩個人帶著給小妹妹的

禮物，到羅家接妹妹過生日，為了留念，

三人還特地到當時東石鄉唯一的一個老相

館去拍了照，照片姐妹每人各留一張作紀

念。把妹妹送回羅家後，當晚羅家連夜搬

走便不知去向。

曾經羅老太太在鳳雪國中時期，突

然獨自出現在藍家，說要幫鳳雪辦理就學

學籍事宜，得暫借戶口名簿一用，並說

好隔日將帶鳳雪來訪，同時奉還證件。母

親大喜，立刻不疑有他拿出證件交給羅老

太太，千叮萬囑約定隔日時間好和女兒相

聚，只是羅家自此又從此蹤跡杳然，母親

為此傷心很久，到臨終仍掛念著這個女兒

而不得一見。

如今看到妹妹生活過得安穩，有幸

福的家庭生活，兄弟姐妹們個個都感到安

慰。雖然羅家夫婦拐帶了妹妹離開，還

對她說了謊讓她以為自己是被賣掉的。但

是羅家夫婦也確實疼愛妹妹，用心照顧也

栽培她唸書。與留在家裡的孩子相比，藍

鳳凰相信妹妹也許更是幸福的，相信母親

在天有靈也會微笑感恩。大家團聚有笑有

淚，訴說往事、叨唸舊情，好不盡興。

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塊兒，他們馬

上想起還有一個弟弟藍清強，至今仍下落

不明。羅以晴因著這一次透過戶政系統和

▲ 血氣方剛時的胡瑞原（藍清強），也曾
經想找尋親人，可惜最後無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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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鳳凰(前排左二) 羅以
晴(前排右一) 劉玠珉(二
排右一)與家人的合影

好重新做人。

但是，這一切善的轉變，胡瑞原歸功

給他後來的結髮妻子宋淑貞。

退伍後的胡瑞原到台南的房地產公司

工作時，認識了宋淑貞，宋淑貞的單純和

體貼開始慢慢一步一步地影響了胡瑞原。

當兩個人決定結婚的時候，不僅宋淑貞的

父母不贊成，就連胡瑞原的父親也大力反

對，怕這個善良的女孩若真嫁給自己兒子

的話，肯定會受苦受難。他說：「妳千萬

不要嫁給他，他是個流氓，很壞又沒有錢

啊。」然而，宋淑貞相信胡瑞原的本性是

個好人，兩人排除眾議共結連理。

剛結婚的前幾年，宋淑貞的確吃足了

苦頭，因為胡瑞原很快便恢復了朝九晚五

司、抬頭；而許多人性中的美好價值，常

是被拋在腦後的，例如道德操守、例如助

人不求回報、又或例如家庭價值的可貴。

藍家手足分離的故事，在貧困時代背

景的造就下，或許多少是十分無奈的。但

時下的年輕人因為一時放縱，留下了小生

命多數被不屑一顧的遺棄。這些註定將生

活在社會邊緣的孩子們，不知道天天加入

了多少悲涼的插曲？

羅以晴與胡瑞原或許是幸運的，他們

因為珍惜，除了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之外，更在有生之年有幸再回到原生家庭

之中，重續天倫。但從他們成長掙扎的過

程中，現代人是不是應該更多思考家庭對

於孩子、社會甚至整個國家的正

面能量與意義，並且回歸生

命最珍貴的本質呢？

▲

 信仰和妻子的愛，讓胡瑞原調
整了生命的價值，他和妻子一

同加入慈濟開始行善助人。重

新面對自己的家庭、生活與兩

個孩子

▲  更名為胡瑞原的藍清強，帶著妻子和兩個
兒子前來台北大姐家團聚。

的飲酒生活。但是一個機緣巧合，宋淑貞

接觸了佛教信仰，並且參與行善活動。她

買了證嚴法師的靜思語與胡瑞原分享，一

天一點的誘導，胡瑞原一天無意間翻開靜

思語，猛然驚覺這靜思語上字字句句都像

是對他眼前荒唐生活的責備，他不斷傷害

家人、傷害自己的行為歷歷在腦海浮現。

胡瑞原剛硬的心開始鬆動。

信仰和妻子的愛，讓胡瑞原調整了生

命的價值，他和妻子一同加入慈濟開始行

善助人。重新面對自己的家庭、生活與兩

個孩子，胡瑞原警惕著「父母是孩子的榜

樣」。他從小因缺乏父母的關注，加上叛

逆的性格讓他走了好長的冤枉路。現在的

他應該給孩子們什麼呢？

民國90年，一次孩子生日，在家人

陪伴下，胡瑞原鼓勵孩子許下生日願望，

孩子天真的說：「希望爸爸可以戒菸戒

酒。」胡瑞原從那一天開始直到現在，一

直他堅守著這個對孩子的承諾。因這次羅

以晴尋親的機緣，他再度回到藍家這個大

家庭，雖然晚了40年，能夠再度擁有家人

手足，他感到珍惜與感恩。

回歸生命的真意義  

守護美好的價值

現代社會變遷快速，價值觀與以往

相比大相逕庭。眾人追逐的多是最表面的

華麗，比方說：金錢、名校、名牌、大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