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台電雲海保線所標示碑

人隨著年紀漸長似乎越容易被繁忙的

工作、生活中多種角色給填滿，日曆經常

在工作者、女兒、丈夫、媳婦等不同的角

色與責任轉換中被一頁頁撕掉。忙起來的

時候，連偷閒的時間都沒有，面對朋友邀

約出遊，行前因為許多生活事件要處理，

延宕或取消行程是常有的事情。

當年就讀研究所時在論文團體中認識

一群放下社會面具彼此分享自己的生命故

事、探索自己真實樣貌的夥伴。畢業之後

雖然各自在工作上努力、成家立業，但每

學期的出遊似乎已經成了團員們的默契。

99年夏天，如同過往我在8月初發了mail

給大家，信件中寫著想趁著離職與開學之

前，邀約大家出來走走聚聚的心願。在來

來回回的熱烈信件回覆與討論中，我們敲

定了兩天一夜的「三義定點之旅」。

臨行前夕有位接任行政職的夥伴因為

校務繁忙，mail告訴我們無法同行。想念

她的我們，在學姊的提議下，有效率更動

慢活中的樂活

勝興車站

龍騰斷橋
定點之旅

與

之，我嘗試做最後的邀約同行。

無法同行的她似乎血液中出遊因子甦

醒與我們熱切期盼共鳴後，蠢蠢欲動，她

在研究室中帶著些許遲疑卻認真收拾起家

當。她邊收拾，我邊出著主意，像是平日

放在學校的運動服可以拿來當換洗衣物、

有些日用品可以路上採買、工作上放不下

的文件可以搬上車，就這樣她迷糊中半推

半就下被我們「拐」上車。

生活中偶爾需要「暫停」一下，暫停

行程，決定先到該位夥伴任職學校來個午

餐聚會，然後再下殺三義出遊。隔天我們

到無法同行的夥伴學校會合、吱吱喳喳像

快樂麻雀般敘舊。時近中午，我陪著無法

同行的她回研究室收東西，在研究室中我

隨口再度慫恿她放下忙不完的工作同遊三

義，也提出「行動辦公室」的機動誘因，

告訴她若是掛心工作，可以將所有工作文

件、筆電隨身攜帶，必要時可以在蟲鳴鳥

叫聲中辦公趕文件，效率肯定加倍。總

■ 文、攝影／涂佳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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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命中的角色與責任，回到自己這個

獨立個體上，過著自在生活。在自在生活

中釋放日常裡有形無形累積下的壓力與疲

憊，補充些許能量，然後在身心舒暢平衡

的基礎上，持續為生活付出。

勝興車站隧道火車穿越驚魂

之旅

我們一行人下午3點多到「勝興車

站」。火車站復古懷舊的氛圍與周圍舊式

建築切割了都市的現代與忙碌感。當我緩

慢步行穿過勝興車站來到月台時，看見午

後陽光灑落在綠樹、鐵軌、鐵軌地面石頭

上，頓時有種脫離塵囂的愜意。鐵道邊

三五成群的年輕人、家族同行的遊客，有

的隨意照相、有的踏著鐵軌嘗試平衡前

進、有的舔著冰棒蹲坐在月台上，雖然每

個人的姿態不盡相同，但卻共同釋放出一

種悠然輕鬆的調性，這個調性不約而同隨

著我的所見印入我的眼簾與心田。

我們一行人步下月台走到鐵軌上，

舊地重遊的我打量再度穿越前方不遠處的

隧道。同行有位夥伴因為腳不舒服無法輕

快在鐵路軌道上步行，她索性留在月台附

近拍照。其餘包含我共四位則沿著鐵軌前

進，來到刻著「開天」二字的隧道口，想

要一探隧道口的另一端是否刻有「闢地」

二字相互呼應。隧道內看似幽長靜謐，人

在洞口便感到隧道特有的濕氣與涼爽。我

們彷彿受到召喚，隨著一對情侶踏入洞

口，想體驗穿越幽暗隧道的奧秘，一睹另

一番世外桃源景象。

我邊往隧道內步行邊聽著友人解說

隧道內側小小彎洞功用。它是一個安全設

施，功用在於讓維修隧道內鐵軌或壁面的

工作人員在火車通過時，可以及時閃身躲

藏。我當時帶著感傷想著彎洞已經隨著廢

棄車站成為歷史故事。誰知說時遲、那時

快，耳邊傳來「噗~噗~」笛音，我身體的

雞皮疙瘩馬上爬滿雙臂。當下第一個念頭

否認了火車過山洞的真實性，心想也許是

自己聽錯了、又或許是車站月台的復古笛

音。但當我定睛往遠處另一端洞口一撇，

那端洞口已經不再透出光亮也看不到洞外

景色。

「不會吧！！居然蒸氣火車有行

駛？！」當下我確定另外兩位夥伴與一對

情侶分別閃身進入彎洞後，心中惦量著不

知道火車的速度、彎洞大小是否能夠再容

納兩位成人？自己距離彎洞遠近是否能夠

在火車來時及時閃身入彎洞內？當下我和

較近的夥伴相互勾手，準備靜待火車急駛

而過。我緊貼隧道壁面，壁面濕氣透過衣

服豁著冒出的冷汗，我興奮、緊張、害怕

等待火車穿越。火車再度「噗~噗~」兩

聲，我把自己盡可能牢牢「黏」在山洞壁

面上，伴著震耳欲聾的聲音，車頭一瞬間

從我身前穿過，風速之快讓我身體稍微晃

動一下。「沒有被撞」我開始興奮看著火

車車廂中的乘客，羨慕他們在裡面的安全

舒適。念頭一轉我害怕起許多未知，不知

道火車車廂有幾節？不知道火車尾端會不

會有些什麼外掛的機械迎面而來讓我腦袋

分家？思緒紛飛的同時，我分不清楚身上

的顫抖是因為風速造成？洞內溫度偏低？

還是我心中恐懼？我默念著信仰中的聖

號，將自己交付上天，時間彷若凝結般緩

慢爬行，不知過了多久火車總算呼嘯穿越

完畢。我猶如戰後餘生的生還者，帶著顫

抖與興奮探頭找尋夥伴身影，看到夥伴平

安，一連串的驚嚇馬上拋諸腦後，我們彼

此滔滔不絕陳述在這段驚心動魄的幾秒鐘

內各自的際遇，然後走到隧道洞口邊和其

餘夥伴會合，拍照存留這段震撼時刻，後

經查證，才知道勝興車站的蒸汽火車已於

今（99）年6月復駛，筆者可是做了一番

錯誤的示範，將來要前往車站的旅客，可

別誤闖鐵路，以免發生危險喔！這讓我想

起阿嬤講古時提到她當年那段只要聽到空

襲警報就拔腿躲到防空洞，當警報解除後

忙著查看親友安全與家園狀況的歷史歲

月。不同時空，上演著一點點類似的故事

情節。

▲ 復古懷舊的勝興火車站外已斑駁的車站
字跡

▲ 民宿的紅瓦專外觀矗立在滿山翠綠與鳥
鳴聲中，為遠離塵囂更添一筆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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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夜宿聆聽夏日舞曲

帶著勝興車站驚嚇與驚喜並存的鮮

明記憶，我們驅車來到事先訂好的民宿。

當我們魚貫下車，準備拿行李辦理check 

in，同行業餘植物專家眼尖認出車子擋風

玻璃上面的植物是百香果的花蕊，她的視

線立即被這間採用自然工法進行許多植栽

的民宿征服，讓我驚豔的紅辣椒、桐花

樹、銅錢草等植物，沒多久也愛上這個駐

足夜宿的地方。

晚上時光就在我們把零嘴拿到客廳，

泡茶、閒聊前一學期的生活、工作中晃眼

午夜。朋友們陸續就寢，我也悻悻然的

跟著熄燈睡覺。然而野性的血液在體內

流竄，清晨4點我乾脆起身，躡手躡腳溜

達到民宿外頭的桌椅上，四肢一攤躺在桌

子上仰頭望天，心想農曆初四的夜晚少了

月光，也許有機會看到夏日滿天星斗。可

惜大片烏雲攪局遮住閃爍星星，不過微風

帶來青草氣息，耳邊響起紡織娘編織的仲

夏舞曲，我仍沉醉享受著專屬於我的夏日

饗宴！閉上眼的剎那，其他的感官更加活

絡起來：蟋蟀、青蛙、蟬聲還有不知名的

鳥叫；青草香中更混搭著野薑花的氣息。

「天為被、地為床、涼風為扇」山中無歲

月，此番愜意大概說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吧！

與二葉松、神秘果、含羞草

的自然對話

隔天在業餘植物專家的帶領下，我們

就地來趟民宿自然之旅。她雙眼發亮，帶

著略微興奮的語氣、踏著輕快腳步，當起

植物與人類間的者，她說著觸目所見熟悉

植物的名稱與特色。在她的描述下，這些

植物宛如親切的綠精靈使者，帶給我們一

波波驚奇！

民宿門口「二葉松」針葉無論是在樹

上或是當針葉凋零飄落地面時皆呈現「兩

針一束」的特色。二葉松有個浪漫傳說，

傳說中只要相戀的兩人共同緊握凋零的二

葉松針葉，在星空下向著北方星空許下永

恆承諾，這個「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誓

言將會永恆不破。既玫瑰代表愛情之後，

二葉松有著象徵著戀人永不分離的信念。

「神秘果」是小小一顆外表光滑、貌

似成熟咖啡豆、有著鮮紅色外皮的植物。

它的神奇之處在於可以將奇酸無比的水果

轉換成甘之如飴的果實。業餘植物專家說

只要把這小小顆珍貴的果實放入嘴中，避

免將籽咬破，把果肉吃掉，30分鐘內吃到

任何如檸檬、酸梅等酸性水果，都將會轉

為甘甜。

我好奇且迫不及待下當起神農氏，小

心翼翼的含進一顆，小小果實被我舌尖輕

輕搬動一會兒，沒有特別變化，於是接著

我用牙齒輕輕咬破果皮，感受口中唾液和

滑潤果肉與汁液相互交融、帶點清爽的甜

味與芬芳漸漸在口腔內四散開來。我立即

轉身跑回民宿餐廳，請老闆娘切幾片萊姆

給我，並且二話不說將萊姆放入嘴中，神

奇的事真的發生，習慣性的酸味並沒有席

捲味蕾，萊姆的酸性被轉換為甘甜，就好

像吃了甘草一樣，口中陣陣回甘，而且萊

姆原來的滋味被原封不動的保留在舌尖。

「含羞草」在1645年間由荷蘭人引

進台灣，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目前遍佈全

台，是一種十分成功本土化的植物之一。

當我輕觸含羞草羽毛般的纖細葉面，葉面

立即閉合的同時，也帶我進入時空隧道中

記憶起第一次碰觸這種植物的孩提時代。

當年小二的我看到學校工友伯伯蹲在地上

拿著鏟子挖掘這種植物。我腳邊踢著地上

的植物讓它葉子關起來，邊好奇工友伯伯

在幹嘛？他告訴我說：「含羞草在中藥上

可以入藥」，所以他利用閒暇的時間挖

著，曬乾之後賣到中藥店，賺點外快。

長大後我對含羞草有著不同的看法。

我眼中的含羞草是一株株很有格調的植

物，有著很深的含意。當外力干擾時，

它總是放軟身段低下頭，等鋒頭過去、時

空轉移後就再度開展葉子、挺直腰桿；本

▲ 神秘果原產奈及利亞、迦納、喀麥隆，
《山欖科常綠灌木科》，果株高可達6
公尺。春至夏季開花，熟果成鮮紅色橢

圓形，果實具有轉換酸性水果為甜味的

味覺功能，是需控制糖分攝取者的一大

喜訊。

▲ 含羞草，豆科，一年生至多年生草本植
物。含羞草特色在於平時是由葉枕內的

水分支撐葉片張開，但當它受到如碰觸

等外力刺激時，葉枕內的水分會立即流

向別處，導致葉面收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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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淡粉紫色的球形花序，也透露出輕飄、

溫柔甜美的氣質。它本身展現身教告訴我

們，在逆境中柔軟與等待的因應之道。

工作後我又賦予含羞草不同的想像。

我總覺得它是辦公室中很好的抒壓聖品！

若是桌上有一盆含羞草植栽，當工作中

遇上不如意、煩心的事情或是眼睛酸澀疲

倦時，用手輕觸、逗弄它的葉面，和它玩

「開開關關」捉迷藏，可以收到怡情養

性、轉移注意力、會心一笑、安撫內心煩

悶情緒功效。

因業餘植物專家與民宿老闆的惺惺相

惜，回程路上我們多了咖啡樹與親手拿鏟

子挖掘的含羞草植栽當作伴手禮。

自然有著屬於它的語言與要傳遞給我

們的故事，當我們帶著好奇心駐足於植物

面前，藉由眼睛觀察、鼻嗅氣味、發揮創

意與想像力，我們將理解與體悟植物特性

中獨特的箇中奧妙。

龍騰斷橋歷史遺跡

在民宿逗留到將近11點，我們啟程前

往有著「台灣鐵路藝術極品」的美名景點

─「龍騰斷橋」。龍騰斷橋於西元1905年

左右竣工，總長200公尺，和勝興車站同

為日本人所建。當年建造位置橫越魚藤坪

溪，因而別稱「魚藤坪斷橋」。龍騰斷橋

的特色在於整座橋樑以糯米砌磚，是目前

台灣尚存的幾座糯米橋之一。當年造橋的

磚塊是由鶯歌磚窯燒製，磚塊硬度與質地

都是當年一時之選。龍騰斷橋歷經幾番地

震後，目前遺留橋墩遺跡，歲月也同時為

橋墩披上許多植物共生的綠色衣衫，矗立

在滿山油桐花中，展現古樸之美與供人懷

舊憑弔之情。

雖然是舊地重遊，但當看到龍騰斷橋

出現在我眼前時，我依舊被這個樸實古味

深深吸引無法自拔。龍騰斷橋沒有華麗的

外表與現代技術風貌，但紅磚牆透露出農

業時代的儉樸素雅，糯米砌磚而卻能夠承

載火車行駛中的震盪與重量，再再刻化出

前人智慧與風範，幾經風霜歷練後不見老

舊頹廢，反而在植物共生下呈現另一番智

者風貌，讓人見證自然與人文的共存與永

續互利發展的景象，這其中蘊含著許多雋

詠無窮的巧思與滋味。

載著富足心靈踏上歸程回到

生活中

過午時間，回程路上我們找了家餐館

吃頓客家料理，在酒足飯飽下踏上歸途，

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重拾生活中所扮演

的角色與責任。

生活忙碌依舊，但心境卻起了化學變

化。不再汲汲營營東趕西趕，反而多了點

心思品味當下工作中的滋味。過了幾天，

我到園藝店找了個漂亮器皿，將咖啡樹移

植到這個器皿中，放在家中的一角，增添

房子的綠意，也為這兩天一夜的定點之旅

留下「濃」、「純」、「香」的記憶。

以前的旅遊，總喜歡排滿行程走馬

看花，這一次兩天一夜旅程，沒有太多景

點行程，卻有著深度之旅。藉由旅遊，把

身分與角色放下，把腳步放慢、把足跡踏

深、把韻味加濃，這似乎是慢活中帶出樂

活的真諦！

 天的藍與地的綠更印襯龍騰斷橋的磚紅，斷橋透露出的古樸與智慧，讓人心往神遊。

▲

▲ 龍騰斷橋旁的解說文字版，經過日晒雨
淋的洗禮，也有一番古色古香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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