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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趟旅行結束飛回台灣，最難熬的是等行李，總覺得轉盤特別的慢。那時內

心只有一個念頭，恨不得空橋就接在自家門口。

回家，趕緊拉起書房的窗簾、打開窗戶，讓季節的風吹進來；電腦開機，收

信，將之前許多聯繫了一半的事重新接起線頭，繼續往下編織；一封一封的拆開

郵件，管他是垃圾或帳單，這是確認自己真的到家的最好方式。

確認回家後，才可安心整理堆積在心中各個角落的異國光影與容顏，讓自己

的心情從夢境一層一層的撤退，然後將觸覺、嗅覺調回熟悉的台灣溫度與濕度。

於是我了解，旅行的目的就是為了回家。

之前連續出版了三本攝影詩集，書中影像來自我的歐洲之行，雖是三年之

中的數趟行旅，卻早已收納進我生命歷程裡的一段。那些身處異國的時日，心神

的浮盪湧動往往難以預測捉摸，人在廣場、教堂、博物館、港口，有時校園、劇

場、街市、餐廳……，恍神間就與台灣連了線。從遙遠的距離觀看，有時台灣反

而清晰、立體，甚至更能知曉台灣在世界的位置與處境。

台灣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惦念。許多文友、讀者也有同樣的心境吧，

在讀了那三本攝影詩集後，想像我的鏡頭與詩作會如何的去呈顯台灣的美景，那

股期待的熱情總在每次相遇時殷殷敦促。

人往往「只在此山中」時，就會「雲深不知處」。生活、行旅於台灣，處處藏

美，不知不覺因而陶醉，終至忘我，也忘了跟同行友人描繪眼睛所見，內心所思。

朋友們的期盼應是很好的提醒吧。即時的分享易予人臨場的感動，而所有的

事物都有其保鮮期，別自以為是的認定愈沉愈香，過期的記憶容易發霉、斑駁、變

形。並非所有的人間事物都如醇酒，有些可是像蔬果，新鮮才能品嚐到原汁原味。

所以這本書的誕生既順理成章，亦是時機成熟。前三本以歐洲為素材如果是

他山之石，那這一本就是返照自身了！

其實本書的前世今生還有個因緣。二○一一年初，《國語日報》「少年文

藝」版主編王秀蘭小姐邀我為該版撰寫專欄，其靈感來自於我的攝影詩集，但她

希望能在一、兩張照片與詩作之外，再加篇攝影或心情筆記。

當時我正想潛心完成陸陸續續寫了一半的台灣地誌詩集，因此打算婉謝邀

稿，偶然跟遠景發行人葉麗晴小姐提及，她卻有不同的見解，她認為專欄與台灣

書寫並不衝突，甚至可以整合為一。經此一點，於是我以王秀蘭小姐的構想為基

礎，將原定的信手心情筆記強化為個人的生命步履與地理空間的映照交響。

本以為很認識台灣，但省視土地哺育生命的跡痕，愈是挖掘、書寫，乃發現

台灣愈寫愈豐富，特別是，二○一○年，以影像為台灣文學電影重現拍片場景，

從北到南，由西而東，甚至離島澎湖，短短三個月，走訪了一百五十餘處地景，

這有如考前總複習，題目一看，才驚覺竟然有那麼多地方沒去過，原來自己對台

灣的認知是何等的貧乏與浮面。

走在台灣的路上，北宜公路的豪雨乍晴、蘇花公路的彤彩晚霞、新埔劉氏雙

堂屋的雨後夕照、麻豆電姬戲院的荒涼頹敝、台東海岸公路的寂靜燠熱……，自

己的生命記憶與文學的、電影的情節一幕幕的交織錯合，演繹出難以言詮而肌理

層疊的情懷。

於是我知道，家鄉是永無止境的旅程。

本書諸篇章既以《國語日報》為出發地，考量讀者應是老師、青少年學生居

多，因而規劃了「小詩一分鐘」與「攝影一分鐘」兩篇創作筆記，初衷雖是為給

老師、學生的教學、學習參考，但即使一般讀者，亦可據此而了解作者在構思攝

影、詩寫時，所架設、尋索的種種路徑與門道。

然報紙的篇幅侷促，版面又是黑白，與成書之後大相逕庭，其實，本書每篇

主文幾乎雙倍於報紙所刊；且照片不僅是彩色的，其數量更是擴增至九到十二張

之多。

本書每一單元無不涵蓋了散文、影像、詩作與兩篇教學短文，成了一本五

合一的著作，把書的內容設計得如此豐富、複雜，既非為了補償，也不是尋求救

贖，倒是面對台灣，不知不覺就有很多話想要說，很多事可以做。

回　家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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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總會轉彎

甚至是離心拋擲自我的大彎

涉過黑色的詆譭與冰冷的嘲諷

還有，隨時潑濺上身的流言

青春才會完全燃燒

拉起綿延無瑕的想望

生命的列車正凌越大海

凌越大海

花蓮港



15花蓮。人生護照必蓋的戳章

七星潭

14 走在，台灣的路上

攝影一分鐘

本照選用18mm的廣角鏡頭，將美崙溪的出海口拉展得壯闊非常，而

遠處堤岸的後方即是花蓮港。溪水挾帶而下的泥沙沖積於溪口，形成

沙洲，取鏡時宜尋求適當的角度以呈顯其優美的曲線。但出海口兩岸

都各堆置了許多消坡塊，因此無論怎麼構圖，消坡塊都會入鏡，既然

避不了就收服它，亦即化多餘為必要（將消坡塊變成畫面的重要元素

之一），照片所取的這個角度，消坡塊看似雜亂無章，但因將它擺置

在溪水的轉彎處，反而有了平衡畫面的功能。

小詩一分鐘

這是一首信心滿盈、鬥志高昂的詩作。沙灘的弧線是構思的來源，可

將它寫成婀娜的身姿，亦可譬喻為肅謹的生命彎道（如本詩），照片

前方在此入海的美崙溪與消波塊扮演嚴酷的考驗者（詆譭、嘲諷），

轉彎是試煉，也是變數，有人甚至就此敗下陣來、喪失自我（第二

句）。但唯有無情的考驗，人的潛能才能徹底的爆發出來（第三～五

句）。詩的結尾從形象聯想，焦距鎖定於天際的白雲，寬細兩列猶如

蒸騰著滾滾白煙的疾駛火車，正堅定的開往理想。



七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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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假日的午後，偌大的咖啡廳只有我一人，飯店隔著海岸路即是太平洋，湛藍的

海水彷彿果凍，凝著晃著一整片，從玻璃窗望出去，又像是貼在超大型水族箱內的背

景飾圖。

窗外，寂靜的陽光與海；窗內，我的心洶湧激盪，我迅即拿起桌上的餐巾紙輕筆

疾書，不消二十分鐘竟成詩一首。此後，當我獨自一人上咖啡廳時，每每一摩摸餐巾

紙，內心就有股難以遏止的詩意竄流。

尖硬的原子筆遊走於柔軟易破的餐巾紙，力道必須拿捏得恰到好處，在略富彈性

的觸感裡進行敬謹又刺激的冒險之旅，這動作本身就已是寫詩了。

而我的好友，小說家林蒼鬱，不知何時竟已在花蓮濱海的鹽寮買了一小塊地，甚

至自己蓋了木屋，這種浪漫的實踐羡煞許多朋友。大四某晚，我想起遠方的海岸，惦

念暗夜濤聲裡的岸邊孤熒燈光，那是花蓮特有的呼喚。

從台北，趕上最後一班往花蓮的火車，抵達時，天猶濛昧，我假寐於車站等待，

天亮即搭第一班客運到鹽寮。朋友的木屋柴扉緊掩，門板上釘著字條，言其回台南老

家，兩天後回來，云云。這是留給我這種不速之客嗎？還是，每天都來的潮聲？

亞士都飯店 蘇花公路海岸

母喜歡談她的姐妹，也就是我的姨婆們，尤其是細漢姨婆，因為她嫁到很遠

的後山。多遠呢？從它的名字，以及祖母沒有止境的眼神，就可猜得出來不翻幾層山

是到不了的；她們姐妹好幾年才碰一次面啊。

經過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從小，祖母口中的後山就是花蓮。

大概是這個緣故吧，我對花蓮總有一股難以辨析的親切，潛意識裡似乎想為祖母

巡探幾趟她叼唸了幾十年的後山。

高中時瘋現代文學，辦社團叫「繆思」，由於狂熱，活動力就特別強，同儕切磋

猶嫌不足，還跨越校園圍牆聯誼外校，中部幾所大學如中興、東海、靜宜之文學社團

的學長姐都是我們請益的對象。

靜宜當時還是女校，幾位大姐姐很照顧我們這群正與繆思狂戀得廢寢忘食的小男

生，三不五時就請我們吃麵、喝咖啡，其中又以呂姐跟我們最親。

呂姐大學畢業後即返鄉擔任國中老師，往後，一直都留在花蓮，去探望她是我前

去的最好理由。記得第一次到花蓮，呂姐正上課，要我先到海邊的亞士都飯店二樓咖

啡廳等她；從此我喜歡上那裡，以後每次去，都會抽空去喝杯咖啡。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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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趟雖然沒見到好友，搭車去，旋即搭車回來，看似瘋狂，其實是自己的一趟心

靈追索與沉澱的旅程。

繼林蒼鬱之後，搬到花蓮的朋友是孟東籬。他也選擇了鹽寮，離海更近了許多，

同樣自己造屋，但材料改成茅草。兩位文壇隱士且風格各具的作家住進偏僻的東海

岸，後來再添自然主義實踐者區紀復，不遠處則是花東名剎和南寺，一時之間，鹽寮

海邊靜得好熱鬧。而今木屋、茅屋俱杳，卻來了龐然大物海洋公園。

花蓮像一個強力磁場，去過的人無不想盡辦法希望留下來，而花蓮人即使出外闖

蕩，兜了一圈後，又都溯源返鄉了。花蓮舊名「洄瀾」，原來不僅潮水迴繞留戀，人

才也是如此。所以在文化界，不論落籍，或短暫居留，花蓮彷彿是人生護照必蓋的戳

章，少了它，像是缺了一塊的拼圖。

花蓮擁有豐美的人文、舒緩閒散的生活步調之外，當然最誘人的還是自然風光，

鬼斧神工的太魯閣峽谷、秀美淑麗的七星潭、靜謐寧和的鯉魚潭、山海兩線觀之不盡

的大小景點……，除了這些，美食、特產也不能少，像蕃薯餅、麻糬成名甚早是招

牌，乃遊客必買的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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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花蓮美食最震撼我的都是呂姐細心的安排，到鹽寮吃野生現捕的龍蝦，光是煮

味噌湯就甘美得令人掉淚；到吉安吃芭吉露（麵包果）、藤心、甘蔗穎，很原住民風

味的野菜宴……。

出身花蓮的小說家林宜澐有散文集《東海岸減肥報告書》，這是一本專寫花蓮、

極具創意的地誌書寫，在書中他信手拈來介紹花蓮飲食，煎包、日式鹹魚炒飯、大滷

麵、扁食、咖啡店……，每一樣都如珍饈佳餚，我心想，吹擂家鄉雖是天經地義，但

也未免誇張，後來重讀，發覺他寫的是花蓮的生活美食，而非觀光美食，所以在花蓮

的山、花蓮的雲、花蓮的陽光、花蓮的空氣中生活吃喝，還會有什麼不好吃的！

東華大學

23花蓮。人生護照必蓋的戳章22 走在，台灣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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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園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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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走在，台灣的路上 29伽路蘭。洗頭的地方

之前，那些浣髮的先民

都飄逸成朵朵白雲

之後，全回到灣裡沐浴淨身

趕著排隊上山

朝聖去了

朝聖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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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一分鐘

綠草如茵的園區，粗獷自然的漂流木裝置藝術，緊臨無垠的太平洋，

從這裡北望，都蘭灣、都蘭山盡收眼底，如果天氣晴朗，東方海面綠

島不遠，這裡就是伽路蘭，說它是風景如畫似乎一點也不為過，所以

上述所及，其實都是取景的好角度。拍伽路蘭，少不了綠地、藍天、

海洋、裝置藝術、都蘭山、都蘭灣與綠島，當然團團白雲始終是最佳

的配角，有時也可邀請激動的海浪入鏡，不過若能等到漁船陪伴綠島

同台，則畫面將會是和樂融融的團圓照；但不管鏡頭往北或朝東，要

注意將海平線拉平，除非，你有理由充分的特殊構圖。

小詩一分鐘

本詩是標準的「看圖說故事」，照片中遠方是都蘭山，山上白雲朵

朵。伽路蘭（社）是以前阿美族wawan的分社，族人總就近在當時

的溪流洗頭，由於溪水富含礦物質，所以洗後，頭髮光亮滑潤，使得

該地聲名大躁。本詩針對此一史料，加上台東地區的氣候、雲層特

性，從照片看，遠方都蘭山上一隊白雲，而它們正映照於底下的都蘭

灣，將這兩條線索串聯，就成了：曾在此地洗頭的先民（當然早已仙

逝），他們死後，就化成守護部落的朵朵白雲。而「飄逸」一語雙

關，既指頭髮，亦謂成仙。

再者，都蘭山乃阿美族、卑南族的聖山，照片中，山上雲朵彷彿列隊

的朝拜者。同時，雲又投影於海灣，所以說雲沐浴淨身，而這又可將

其與朝聖的虔誠行為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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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義大利佛羅倫斯的舊運河藝術特區發現一條洗衣街，顧名思義乃是當地

先民洗衣之處。與其稱它是街，不如說它是巷，因為既短且窄，縱雖如此，義大利人

並沒有為了經濟利益而將它拆遷拓寬，依然保存著小街原有的古樸風貌。街側一條水

源飽滿的溝渠，溝邊設有一塊塊固定的洗衣石板，與台灣農業時代的並無兩樣。一道

褚紅色屋瓦沿著溝道蜿蜒舖設，想當然耳，乃遮陽避雨用的，算是體貼婦人洗衣的辛

勞。

不論台灣或歐洲，不論洗頭或洗衣，若能在建物保留一點感情或理性的線索，以

維繫我們緬念先人的生活方式，應都可以創見出新的美感情懷吧，所謂文化傳承不都

是因此而起而生嗎？

不過，現在我們再也看不到這些先民洗頭的小溪了，因為伽路蘭被用來堆置闢建

志航基地機場所產生的廢棄土，所幸後來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廢物利用，經多次

規劃，以生態工法開發整理為苗圃，終於成為今日佔地3.2公頃的遊憩區，這固然為

東海岸增添了一處優美的景點，但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我們似乎也無法量化的估算

吧。

然在某個部落格讀到，主人說，他開車來回台十一線（台東海岸線公路）N

遍，就從未在伽路蘭停過。我不是台東人，當然沒有N遍出入台東的記錄，不過與這位

部落客剛好相反，每到台東，我就一定會到伽路蘭盤桓磨蹭一番。

伽路蘭在台東海邊，前面那條大大的馬路就是台十一線，精確的說，伽路蘭位於

台十一線157.5公里處。

它的南邊是富岡漁港，港區的美娥海產店料理道地不花俏，而且食材鮮美，價格

平民，只要吃過就再也忘不了。一般觀光客較為熟悉的景點小野柳就在附近，它因海

浪沖蝕而形成龜陣岩、豆腐岩、蕈狀岩、蜂巢岩等姿態各異的奇詭地形而聞名。

往北走十一公里即抵都蘭。都蘭山是阿美族、卑南族的聖山，也是很多文化藝術

工作者尋求心靈沉澱寧靜，或重啟生命能量的夢想之地，它似乎蘊藏著神祕的聖靈魔

力，我每次經過時總有亟欲長久居留的渴望。

伽路蘭社原是台東東河鄉阿美族的部落一支，以前該族族人都在附近的溪裡洗

頭，據說溪水富含礦物質，洗後頭髮光滑柔潤，阿美族語「洗頭」是「karon」，加上

「場所」的「an」，拼起來就是「kararuan」，意為「族人洗頭的地方」，後經內政部

統一譯音而成今日的「Jialulan」，漢字的翻譯則為「伽路蘭」。

偶



35伽路蘭。洗頭的地方34 走在，台灣的路上

伽路蘭雖逐漸走紅，但在台東，平常時日依然是遊客三三兩兩，海天遼闊，眼神

越過都蘭灣，眺望都蘭山，白天去，靜得只有浪濤聲，無拘無束的只你一人，該擔心

的是，會不會被近得不可思議的綠島偷窺。夜晚駕臨，更好，不僅沒人，更沒光害，

星星亮得有如脫光了衣物，隨時想跳進太平洋游泳似的。

一位生態作家遷居台東，據說他以經營民宿和在伽路蘭擺攤賣手創藝品為生，所

以我就來了，沒什麼偉大的企圖，只是猜測，真的嗎？內心當然期待是真的，彷彿這

樣可以合理化每次經過都蘭，想要到此隱居的渴望。

但那次並沒有什麼藝術市集或跳蚤市場，陪伴我的是二、三十件漂流木裝置藝

術，我們一起安安靜靜的在那裡看海聽風。後來查了資料得知所謂的市集，兩個禮拜

一次，時間都在週末的傍晚。

不過，熱情跟衝動有時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像那次一樣，那是何等自在悠

閒的面對太平洋啊，沒有人敢反對，或也沒有人擠眉弄眼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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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路蘭眺望綠島



38 走在，台灣的路上

詩
人
之
鄉

詩
人
之
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