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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到邀稿，心境複雜且掙扎；檢視來時路，

將結痂的傷口一一撥開，仍感恐懼，特別

是要呈現在《原教界》「浪子回頭」這樣的專

題。一路走來，一直是在「危險邊緣」、飽受

質疑的角色，但每當身邊的人都對我絕望透頂

時，不認輸的死硬個性又會讓我振作了起來。

下筆前，矛盾著該呈現「真實」或「潤飾」的

自己，最後還是決定忠於真實。

一直覺得本性是柔和的，但長大後聽照顧

過我的褓母、阿姨們說，很小的時候，只要稍

稍移動我抱著的棉被、或不給我要的東西，就

會拼死命扯著她們的頭髮或咬著她們的手不

放；因此我的本性應該是好鬥、暴戾的；「柔

和」，應該是學齡前父母親常買童話故事書跟

含音樂帶的套書給我，不斷催眠我公主都是善

良、仁慈的有關。但是那隱藏及被壓抑的性格

埋在體內，影響了人生，也一度讓我從低谷堅

強的站起來。

小時候生長於部落，卻與部落沒有很大的

交集。父親是警察，家境在部落算優渥。母親

則特別注重我的教育，當年她渴望求學，小學

畢業後跟著同學離家出走到教會學校就讀；但

因身為長女，家裡還有6個弟妹嗷嗷待哺，外祖

母以死相逼，因而放棄，卻將不能完成的夢想

寄託於我。3-4歲就親自教導我學習注音，只要

唸錯1個字就挨籐條，因此，小學前，我就已經

能閱讀有注音的故事書。而後，為了要讓我跟

平地學生競爭，捨部落小學，念平地學校。

家中生變 苦嚐生離死別

一直在滿滿的愛裡被疼愛呵護，以為這樣

的幸福是堅固、永恆的。在小一的時候卻微感

到家中氣氛不尋常，開朗的父親不再穿上警察

制服、變得陰鬱，母親則愈來愈跋扈，兩人常

常爭吵打架，甚至在部落裡你追我打。此外，

還常找律師、跑法院，等懂事點我才知道父親

因違背職務涉訟，官司打了4年，所存積蓄也殆

盡。為了生計，為了養活家中3個寶貝，父親在

停職的時候轉行開了啤酒屋。

記憶中，啤酒屋內客人絡繹不絕、員工愈

來愈多、店面也愈開愈大，到了後來甚至加蓋

員工宿舍。雖然如此，注重家庭生活的父親仍

會在假日帶著我們去縣立文化中心，他總會在

裡面看書，我們則在外頭玩耍，看完了再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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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一直是在「危險邊緣」、飽受質疑的角色，但每當

身邊的人都對我絕望透頂時，不認輸的死硬個性又會讓我振作

了起來。下筆前，矛盾著該呈現「真實」或「潤飾」的自己，

最後還是決定忠於真實。

們去看電影、上館子吃飯；即

使在這樣的低谷，他依然找尋

活下去的目標，大大的書桌放

的是公務人員考試用書，也利

用閒暇時間運動鍛鍊身體。然

而，任他怎麼努力振作，命運

卻不仁慈，判決下來，終究逃

不過刑責入獄。小五的我常隔

著玻璃和爸爸說話，細數父親

回來的日子。在父親入獄期

間，部落也有些變化，「酒

家」一間間的開，母親瞞著父

親將店面重新加蓋裝潢，「啤

酒屋」轉型為「酒家」，家裡

的姊姊變多了，直至父親出

獄，礙於現實環境，也無力反

對。

父親入獄時，我正歷經發

育期，以為父親出獄後一家就

能回復以往的平靜⋯至少我心

裡曾有這樣的渴求。但當時受

盡親友嘲笑、不被母親支持的

他，連對人生最後一點的熱忱也盡了。整日寄

情於酒，麻醉自己，拒絕感覺這個世界、接受

這樣的現實，甚至到忘了我是誰，也遺棄了

我。他常讓我覺得陌生、恐懼，尤其酒後對我

過度「親近」，連處於懵懂的我也不能接受，

幾度近乎相信他是被另一個人附身，我們的關

係變得得「 尬」，我對「愛」的態度開始變

得極端「矛盾」、對人不再信任、對「幸福」

抱持懷疑⋯。沒隔半年，他就發生了車禍離開

人世，當時我才12歲，還沒有準備好面對永別。

第一次體會心痛，話說不出口，哭不出來，哀

傷在心底翻滾，只有潰堤的眼淚。

晃蕩的人生 安於流浪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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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母愛 

父親走的時候，母親正

值我現在的年齡，30多歲

獨自撫養6、9、12歲的

女孩，也要撐起一家

20-30口人的店。面對

這麼艱難又複雜的環

境，她非常堅強的

撐起一切，即使家

裡開店，也很少讓

子女看到她放縱喝

酒。我從不懷疑母

親的愛，國中的時

候被同學嘲笑有虎

牙，她馬上帶著我

去做全牙矯正；高一

的時候看到同學都會

彈奏音樂，她馬上幫我

買了一台十幾萬的鋼琴。

但是她的愛也是「矛盾」

的。國中有一次考第三名待在教室不

敢回家，老師問：「幹麻不回家？」我回：

「考第三名回家會被打！」老師聯絡母親：

「為什麼考第三名還要打？」母親說：「第一

次考第一名，第二次考第三名，就該打！」老

師聽了很生氣回道：「照您這樣說，全班同學

是不是都要被打死了！」那次是唯一躲過被

打。青少年的歲月，「三天一大罵，五天一大

打」循環上演，打的方式，先帶到頂樓水塔旁

潑水，然後拿細竹綑綁成的「武器」開始抽，

邊打還要邊責罵，諸如「妳真可憐啊⋯沒有爸

爸⋯妳再⋯我就把妳賣掉⋯！」打完了還要罰

跪吹風，你知道冬天的風多刺骨？唯有天空的

星星陪著，串成父親慈祥的臉，讓我看到這世

界還有燦爛與希望，期盼他能帶我離開這個傷

心的地方。

這樣的教育方式，暫時壓抑了我的桀驁不

馴的個性，但心臟開始出現絞痛症狀，也會因

為害怕聽到吼叫躲進衣櫥。第一次自殘在國

一，因為想逃避責罰，吃了20幾粒的感冒藥，但

都在第2天醒來後沒事，後來慢慢享受理智不能

自主的感覺，彷彿死亡有極度的魅力。之後只

要有壓力，就習慣以這樣的方式暫時解脫。

在校強勢 在家自責

上了高中，英數成績排名全校前100擠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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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不懷疑母親的愛，但是她的愛也是「矛盾」的。「三天一

大罵、五天一大打」，打完了還要罰跪吹風的青少年歲月，唯

有天空的星星陪著，串成父親慈祥的臉，讓我看到這世界還有

燦爛與希望，期盼他能帶我離開這個傷心的地方。

段班，榜首就在班上。全班只有我一個原住

民，同學驚訝我家裡怎會有電視、電話，質疑

我是不是騎著山豬上下課；被壓抑慣的我選擇

疏離，成績也一落千丈。到了高二，排到B

段班，班上原住民同學比較多，也交到

了好朋友，成績又開始排前三名，並且

對於批評原住民的同學加以反擊。之

後到畢業，同學一直都對我非常尊

重，知道我的脾氣，也知道我的成績

絲毫不輸，不敢再對原住民有所批評

或瞧不起。

家裡因為開店，住著許多姊姊哥

哥，其實他們都大我沒幾歲，但母親

讓我們保持距離，除了晚餐時間，或

躲警察時偶爾躲到家裡，很少相處。高

中時期，對人事慢慢瞭解，有次吃晚

飯，跟姊姊們盯著電視，突然聽姊姊大叫

「那不是我嗎？」接著她們談著當時那些記

者是怎麼在路邊騙著他們，帶她們去海邊玩，

欺騙她們的友情，又說要到店裡捧場；到了包

廂又不停伸出鹹豬手，他們幾乎都未滿18歲，對

都市的人崇拜又好奇，以為交了很好的朋友，

結果那群人竟然一點拒絕的機會也不給，用惡

劣欺騙的手法讓她們上鏡，呈現在大眾面前⋯

我聽到姊姊的哽咽、黯然的上樓哭泣，我才明

白這樣的店是不對的。

即使念了女子高中，即使考第一，我吃的

飯還是靠她們賺來的；我心裡多愧疚、多自

責，對自己厭惡。後來，台中威爾康大火影響

了我們的生活，政府開始在查公共場所的違

建，原住民少女境況也被重視，警察一間間的

抓，部落裡的酒家相繼倒閉。那些少女，不是

踏入婚姻，就是又被迫離開家園到北部展開另

一個酒肉生涯。另外部落的礦產受到市場重

視，母親也厭於酒肉生活，慢慢轉型從事藝品

買賣，和我繼父，一主內一主外，拜師學藝，

並配合工會到處展覽，維持生計。

沒入黑夜的短暫大學生活

高中畢業後，考上國立大學，開始生命裡

最荒唐的一段。母親天高皇帝遠，已經無法再

對我有所管教。我開始好玩、曠課、休學，結

交酒肉朋友。一開始還會上課，到後來幾乎不

上，常跑pub跳舞買醉。此外，我還花了很多時

間睡覺，因為睡著比醒著快樂，我往往會用黑

布遮住由窗外透進那不屬於我該死的陽光，吃

一堆安眠藥痛快的睡上幾天，留下黑暗伴我在

另一個世界奔馳。那段時間，常搞不清是醒著

或睡著，是夢境還是真實，即使醒著也忘了自

己曾做過什麼，但我享受這樣的墮落人生。

大一下，與部落男友交往被母親發現，從

此斷絕經濟供應。雖然男友供應了我的學費、

生活費，但是吵架的時候，身上只剩下20幾元沒

飯吃的日子也常發生，迫於現實及好強，我跳

到不屬於我的世界──到夜店賺錢。夜店賺錢

很容易，也遇過願意供應我一切所需的人，但20

出頭的我是剛脫韁的野馬，錢能讓我擁有物質

上短暫的滿足及快樂，卻不足以讓我奉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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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公職考試的讀書方式是自己拿書來念，並且排月進度，再

依月進度排日進度；只要進度達成，就會有成就感。我不再有

時間胡思亂想及自殘，每天都覺得時間不夠。

由，也無法讓我平靜。

可是這樣的經驗，加劇我內心所能承載的

分裂，清醒的時候還能控制，但酒後就不能停

止自殘，例如在冬天深夜到碧潭游泳，或者割

腕送進醫院，這樣的事常常發生。母親知道我

出事，跟親友周轉上北部，帶我出院，又被我

氣走；當時的我甚至決定一輩子都不生孩子，

免得像母親生我一樣活受罪。我生病了，病得

愈來愈重，手上的刀痕持續累積，大部分是在

無意識下發生的。最後我停止求學的路，辦了

退學，並在男友的幫助下回到了部落，開始新

的生活。

踏進補習班 邁向公職

回到部落，又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革

命。因為一事無成，只想和相識12年的男友結

婚，可是母親怕我太年輕，莽撞結婚會後悔，

幾度的拖延令我在男友親友前難堪。有一次爭

吵，我氣到拿西瓜刀在部落與她追逐想與她同

歸於盡，母親覺得留不住了，就答應了我的婚

事。婚後前夫順了我的意在靠市區的地方買了

房子，平靜的日子讓我暴戾的性格漸漸改善；

但因為前夫一個月才回家8天，無聊時我仍常獨

自飲酒、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前夫親友看不下

去，慫恿著讓我去工作賺錢，然而他卻不顧親

友反對及他人恥笑，拉著我去公職補習班，繳

了4萬元的學費，並且告訴我「妳很聰明，一定

可以考得上！」他看到我的潛質，一直都不放

棄，讓我很感動。之後除了前夫休假回家的日

子，其餘時間我都學著平地同學在補習班內朝

九晚九的苦讀。補習班內有全職考生固定班

底，只有我一個是原住民，一開始他們對我感

到懷疑，但看到我認真的態度，慢慢的把我融

進他們的圈圈，當自己妹妹一樣的照顧。

至於讀書方式，我很少上課或看VCD，因

為老師廢話太多，講太慢了，我都自己拿書來

念，並且排月進度，再依月進度排日進度，只

要進度達成，就會有成就感。我不再有時間胡

思亂想及自殘，每天都覺得時間不夠。此外，

因為買房子的關係，我還改變自己的消費習

慣，每天給自己的花費是100元，包含了三餐及

油錢，但卻是我這輩子最快樂及滿足的歲月。

忍痛力拼 兌現對寶寶的承諾

92年3月，身體起了微妙的變化，我懷孕

了，這個消息讓我和前夫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喜

悅裡。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物質生活，我更加

用功；為了省錢，即使懷孕5個月仍騎著機車往

返補習班。有次下課突然下起大雨，我挺著大

肚子、淋著雨在黑暗中騎機車回家，心酸到搞

不清臉上流著的是雨是淚。8月，身體有了異

狀，全身奇癢，吃什麼吐什麼，去了大醫院就

診，檢查結果讓我說不出話、眼淚直流，我的

肝指數飆到1200，醫生馬上讓我住院。婦產科醫

生建議我服用抗病毒藥物，卻要我有生出畸型

兒的心理準備；肝膽腸胃科的醫生則建議孕婦

不宜用藥，因為只在受孕老鼠身上實驗過，吃

了也不一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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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不服藥物拖到10月，病情沒有好轉，

最後甚至連牛奶都無法下嚥。除了肚子，手、

腳、臉都是枯瘦的，眼白是泛黃的，病毒改變

了我的容貌，蠶蝕著我和肚裡寶寶的生命。前

夫因為仍需工作養家，所以大部分的時間我都

獨自在病床上哭泣，思索著下一步怎麼辦。最

後婦產科醫生開始堅持要我服用藥物，他怕我

性命不保，我求他幫我把寶寶生出來吧⋯但因

為他是名醫，怕出意外壞了名聲所以不敢。最

後，我只好打遍了縣內婦產科診所電話，求了

許多的醫生，總算找到一個肯幫我催生。92年10

月8日，熬了10幾個鐘頭，幾乎與死神擦身，連

醫生都開始擔心「都發高燒了，再生不出來我

也沒辦法，直接送大醫院吧！」聽到這句，我

撐著虛弱的身體堅定的交代前夫去買礦泉水，

告訴自己一定要撐過去，我還想活⋯我心痛吶

喊著請寶寶離開我吧⋯接著我猛灌礦泉水，把

體溫降下⋯。孩子在肚子裡已沒有生命，我可

以感覺一灘死水，不再跳躍。

生產完後不成人形，被送進大醫院治療，

正值原住民族特考報名期間，母親及妹妹詢問

過我的意願後幫我報了名。我在醫院整整躺了

一個多月，到11月出院了，醫生仍囑咐須躺臥休

息，且長期服用抗病毒藥物。在我猶豫是否投

入考試時，一個想法讓我堅持了下去，「努力

考上公務員」是我和寶寶一起做過的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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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她的承諾，即使她走了，我也要完成這個

承諾，如果上天因為這樣讓我結束生命，也是

命！之後便偷偷瞞著家人重回補習班做最後衝

刺。92年12月23日考完試，完成了承諾，斷了與

她的牽連，也用盡眼淚鋪成最柔軟的床送她最

後一程。93年3月放榜，跌破親友的眼鏡，當年

四等一般民政400多人報考，我以第一志願回到

自己成長的部落服務，從此踏入公務生涯。

不甘停步 重拾書本再提升

93-97年一直待在基層服務，做村里幹事的

時候，最常做的事是穿著高跟鞋帶村民跑墳

墓、選墓地、辦理急難、喪葬補助，以及在颱

風天的時候疏散土石流危險區域的族人，疏散

完了還要安排他們睡覺的地方、幫他們泡泡

麵、分配食物、順便當小朋友的老師陪他們玩

⋯其實還是滿懷念那樣的日子。但父親因公涉

訟之前例，使母親一再囑咐不可做違背法令或

職務之事，我銘記於心，因此個性硬直，不願

配合長官蓋不該蓋的章、不為長官所喜，因此

無法進入公所學習新的事務。

我不甘停步不前做一輩子的村里幹事，因

此透過第2任丈夫調離原職。而第2個公所的鄉長

愛才惜才，剛上任不久，又逢清潔隊帳目不清

常遭舉發，剛好我硬直，讓我去理理油料、維

修費、隊員跟臨時人員的薪資、加班及出差

費，待摸索出一套管理及做事的方法，又覺得

工作過於簡單，自己可以再精進。當然，在清

潔隊免不了的，也要在風災後從事道路復原的

工作，偶爾也需因督導關係跟著隊員隨車收垃

圾。記得有一次，鄉民請隊員處理病死狗，隊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了嗎？這幾年大學的老師不斷寄書勉勵

我，不想回去嗎？我好後悔自己當年任性辦理退學，我一定要

圓了這個人生的缺憾，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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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隨手把狗扔入車中，看著車上機器輾過狗屍

流下的血水及怪味，一陣暈厥，到了家，一口

也嚥不下老公已煮好的飯菜，哭了起來。我的

人生⋯就是這樣了嗎？這幾年大學的老師不斷

寄書勉勵我，不想回去嗎？我好後悔自己當年

任性辦理退學，我一定要圓了這個人生的缺憾，

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因此，我再次利用公餘埋

首苦讀，謝絕所有的朋友及應酬，考前1個月甚至

連母親想來探視都拒絕，放榜的時候，報考人數

100餘名，我跟第2任丈夫皆以優異名次錄取，我

進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服務。

98年進入原民會對我是極大的挑戰，中

央機關承辦員「領航員」的角色已與過去基層

「執行者」截然不同。雖激起了我挑戰慾望，

但苦於學經歷不足，更多的時候，這份工作讓

我對自己產生懷疑、害怕執行不力、思慮不周

影響重要的民族事務。99年則是忙碌的一年，也

是成長最大的一年，在會內所學遠遠超越過去5

年公職生涯。這樣的轉變及成長，要感謝我的

直屬長官，是他對工作的熱忱、對我的信任及

適時指導，讓我可以在瞭解問題後盡情發揮我

的想法。我負責的業務需檢視政策成效予以調

整，更需勇於創新，並以標的（服務）團體之

需為需、之苦為苦，它是需要熱情的工作。曾

經最累的時候只有科長與我兩人在苦撐科內業

務，但我們撐了下來，也因為有過這樣艱困的

時期，我的潛能得以激發，工作量也愈來愈

重，但我漸漸不再害怕，從猶豫踏出自己的一

小步，到不得不讓自己盡快進入狀況；從在40位

校長面前作簡報、代表會內參加各縣市相關競

賽的致辭到擔任相關計畫之課程講師，每次都

覺得與過去勤跑墳墓，隨車收垃圾的自己大不

相同，10年之差，我已經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不停蛻變 安於晃蕩的人生

寫這篇自傳的時候，我正處於調適期，我

一直是讓親友很擔心的人，也不否認自己仍是

個病人，也許終生都要為過去的記憶所苦，處

理情緒及感情的態度也很極端。此外，我也是

飽受流言流言蜚語的人，因為我太愛做自己，

人生只有一次，絕不因為害怕別人的流言蜚語

而改變。至於我人生「不停蛻變」的關鍵，我

大概可以分享如下：

一、培養一項愛好的運動，像我喜歡游泳，因

為除了鍛鍊身體，磨練自己的耐力、堅持

力，也可以安靜思考很多問題。

二、對自己要有極大的自信及勇氣，不畏懼站

在任何人面前。

三、儘管墮落、低潮、爛醉如泥、被壓得倒地

不起，在調適（墮落）過後（或者階段性

目標達到後），如何讓自己歸零並重新擬

訂實行計畫逐步執行，才是最重要的關

鍵。

我永遠也不會覺得自己成功，因為人生永

遠有意想不到的磨難、挑戰不完的事務、追求

不完的新目標，我期待任何考驗。也許過去的

歷程讓我安於處於晃蕩的生命模式，渴望嘗試

不同的感受，安定反倒讓我覺得生命無趣及不

安，有時甚至懷疑公務人員到底是不是我終身

職志。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每兩年到一

個部落，感受那裡的人情，寫下他們的故事，

奈何⋯理智告訴我那是等我15年後還可以做的

事。至於我的新目標已在心中成形，只是有些

現實的事務還需克服，我希望認識我的朋友不

要過於擔心，也希望我的成長故事可以給原住

民族的弟弟妹妹一些啟發，你的人生操之在你

之手，共勉之！

晃蕩的人生 安於流浪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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