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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與作家  

編者按：《孟子．萬章下》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是告示吾人：欲知其

人，當需讀其作品；不讀其著作，焉能知其人，論其世。藉

由孟子之言來說明「作品與作家」專欄開闢的緣起，只是希

望透過作品的閱讀，來瞭解作家；在認識作家之後，也更能

清楚其作品所要傳達的意涵。 

面向生命的激流 --岩上 

口述者：岩上 

整理者：陳珈琪 ∗ 

星的位置 

岩上 

我總想知道 

自己的宿命星是在甚麼位置 

有否閃爍燦然的光輝 

因此每晚仰望天空 

希冀找尋熟悉的臉龐 

但是回答的 

都是陌生的眼光 

直到有一天 

我從流浪的路途回來 

把一切的願望都丟棄 

只剩一顆乾癟的頭顱 

沒入深邃的古井 

突然發現在那靜謐且清冷的水底 

一顆孤獨的明星 

                                                 
∗ 東海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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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的呼喚我的名字1 

之一：總在顛沛流離中 

我的父親叫做嚴萬順，母親叫做朱等。他們是嘉義縣朴子鎮人。在我

出生前我父親曾在嘉南大圳工作(今天的台南水利會)，他當時主要的職務

是巡水圳。                  

他在嘉南大圳工作的期間曾發生一件對我們全家來說影響重大的事情。  

那件事情是這樣的：某天，父親一如往常的上著班 (當時正值第二次世

界大戰)。上班時，有個跟我父親熟的農民突然跟父親反映水圳裡沒水，需

要使用抽水機抽水。不過，因為抽水機的馬達不知道為什麼沒有電力，這

位農民便要求父親去看為什麼沒有電。事實上，這部分不是他的工作。不

過，他還是應農民的要求爬上電線桿察看發電馬達毀損的狀況。父親爬上

去沒多久，整個人就被漏電的電線桿給吸住，絲毫無法動彈。大家看到這

樣的情形嚇的要命，便馬上用竹竿把父親從電線桿上弄下來。這場突如其

來的意外讓我父親整整病了三年。他因此辭去嘉南大圳的工作，隨後帶著

一家人往南部做生意。  

到了南部，一家人便落腳在屏東的里港。哥哥曾說我是在屏東里港出

生。不過，因為當時年紀小，已經不記得了。後來，因為父親的病加重，

沒辦法繼續做生意(當時是作抽水機的工作，我父親對於機械方面很內行 )。

一家人只好又搬回到嘉義市，那時我大約五歲。回到嘉義，家裡沒有辦法

給予生病的父親較多的營養與醫療，沒多久父親便過世了。父親過世之後，

家裡的經濟情況逐漸惡化，於是我最小姊姊 (五姐 )1與最小的弟弟當時都給

了人家。  

後來，在太平洋戰爭最激烈、最嚴重時，我們一家又從嘉義市區搬到

嘉義市的郊外 --抬斗坑 --現在的頭橋工業區。那時，我們全家曾在抬斗坑患

過瘧疾。抬斗坑是個鄉下地方，而這個地方在戰爭時期沒什麼人在耕田，

也無法耕田，所以我們在那裡實在無法生活，所以又搬到朴子鎮。那時我

們父母親的房子都沒有了，我們只好在朴子鎮租房子。那時候我們跟人家

租的房子是個草茅屋，三間房子都是用稻草蓋，用竹子搭，再鋪土。房子

前面再挖一個坑，用來當防空壕。在嘉義，常有飛機來掃射，牆壁會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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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水甕也會被射破，有些子彈更會卡在竹裡面，我就把它用東西挖出來

玩。  

戰爭時美國的飛機天天來轟炸。我記得我跟我四姐五姐曾經差點被炸

死。那時，機關槍總是在掃射，轟炸機也常會投下燒夷彈。有次剛好就投

到甘蔗園，我們家三個小孩剛好都在那裡，瞬時間整個甘蔗園被燒掉了。

我們三個小孩，趕緊從突然迸發的火勢中奮力爬出，一路狂奔回家。  

之二：在那不安的年代⋯⋯ 

我光復隔年 (民國 35 年 )才進小學。 1因為光復的時候，就已是十月底

了。必須等到第二年才可正式唸書，所以九歲才進小學。其實，我七歲的

時候也曾進日本學校。但卻因為戰爭的關係，學校都被炸掉，最終無法去

學校上課。 

上學那年，國共內戰需要兵力，我大哥因此被國民黨抓去大陸當國民

兵。後來大約民國六十六年、六十七年時，中共曾投傳單過來。有人看到

上面的訊息就拿來問我，傳單上面寫的是不是我那去大陸的哥哥。我記得

傳單上寫「嚴振彰，嘉義縣人，被國民黨抓丁去大陸參加國共內戰，被共

產黨吸收，現於舟山航運公司工作。」那是統戰的宣傳單。當年我大哥十

九歲離開，而我看到那個傳單的時候，他已經六十幾歲。過了那麼長的時

間我沒辦法馬上印證他是不是我大哥。於是我寫了三封信，一封日本，一

封香港，一封到美國去求證。兩個月後，我收到一封信，信中印證他便是

我的大哥。之後，我便跟我大哥秘密通信十年左右。他現在住在上海，娶

了一個福州太太，生了三個兒子，現在也有了孫子。根據中共那邊的資料

記載，當年台灣有兩萬多人去大陸，最後只剩八百多人生還。我大哥是八

百多個的其中之一。所以，我大哥算是幸運的了。與我大哥同一時期的還

有一個朋友，他住在嘉義縣水上附近。我後來有去拜訪他。當時他還參加

了韓戰。我問說，他去了韓戰，作了國民兵與共產兵，怎麼會這麼長命都

死沒去。他就說：「我叨不知在戰什麼，我不要戰，我就四處躲啊！我

台灣人還來管這南北韓戰爭，南北韓戰爭和我有什麼關係？」現在說起來

很輕鬆，不過，都是近代的血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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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六年，我小學二年級，那年發生了二二八事變。我們台灣話

有一句話就是「竹篙ㄉㄠˋ菜刀」。那時我看到很多人，坐在卡車上，

拿著棍子綁著菜刀，到嘉義機場去跟那時候國民黨帶來的部隊抗爭。  

那時我二哥在嘉義火車站對面一個三井鐵工廠當學徒。二二八事變那

時候槍殺留日畫家陳澄波也是在那個地方，我二哥那時候在嘉義火車站看

過很多人被槍斃。那時候的嘉義飛機場是台灣最大的軍用機場；還有嘉義

蘭潭，就是以前我們叫做紅毛埤，是日據時代的一個火藥庫，火藥都藏在

這個地方。那時候美國第一架來到嘉義的飛機就是被日本的高射砲打下來

的。之後，美國飛機就每天都來轟炸嘉義，嘉義幾乎是全台灣被轟炸最厲

害的地方。二二八事變的時候嘉義也鬧得很嚴重，所以嘉義說好聽點是有

正義感的人很多，說不好聽就是流氓很多。在清朝的時候就這樣，說嘉義

人像流氓，其實嘉義人是很有南部的那種豪爽、正義感的性格。所以日本

人後來改口就叫這地方為「嘉」「義」(原叫諸羅山)。 

戰後，台灣經濟蕭條又加上我父親的死亡，大哥又遠去中國生死不明，

所以生活極為困苦。我對當時主要的印象就是吃不飽，大部分的時候都吃

不飽。  

我念小學時就要煮飯。因為母親要去做工，如果是冬天，母親回到家

都已經五點半，五點半時太陽都已經下山了。所以晚飯是由我來準備。那

時候沒有瓦斯，煮東西都用柴用紙去燒，一頓飯都要煮很久。煮好還要悶

飯，不是說煮好就好了。一開始煮飯要用大的火，然後再慢慢用小的火。

我小時候不煮飯一定會被罵，因為大家回來都肚子餓了，我又是最早回來

的。記得那時候吃得極為簡單，而且常常都沒有東西吃，大多時候都吃蕃

薯啊！摘野菜啊！有蕃薯簽加一點點米去煮就不錯了。尤其在戰爭的時候，

我們曾被「疏開」 (台語 )，到抬斗坑那裡。那時我的母親就曾用水缸醃了

兩缸的豆子和瓜仔，我們大部分的時候的配那個，要不然吃飯會沒有鹹味、

難以入口。戰爭結束後，我的身體很差，其實是長期缺乏營養的緣故。  

另外，我還記得在我國小五、六年級時，班上不升學的小孩子，必須

坐在教室ㄇ字形的兩旁邊，升學的才坐在中間。沒有升學的小孩子上了兩

節課就被放回家，我就是被放回家的其中之一個孩子。因此我五六年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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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成績比較不好，成績大概都在十幾二十名左右。但是，除了功課外，

書法毛筆字繪畫，我都還算不錯。在家裡，姊姊們也很疼我，四姐五姐尤

其疼我。我想可能是我們的年齡很接近，所以他們都會特別讓我。在鄰居

小孩子中也屬我成績最好，雖然我小時候營養不良，個子也不是壯的。不

過，那些鄰居高的壯的小孩也都會聽我的指揮，都會怕我。因為我成績好，

他們講話也講不過我。另外，在玩的方面我也很會玩，打彈珠、玩尪仔標。

所以小時候，我都覺得我事情都作得很好，也很乖，很安分守己。大家對

我的評價都不錯，鄰居的歐幾桑、歐巴桑也很信任我，讓我到他們家去玩，

因為我不會亂動他們的東西，也不會亂講話。在學校裡老師也疼我。不過

那時候我很害羞，要讓我當班長啊！當什麼股長啊！我都很害怕，都不願

意當。那時我很拗，我不喜歡的事情勉強我，我也不要！原因主要是那時

我父親早過世，母親告訴我：「你是沒父親的孩子，要卡乖咧噢！」「什

麼事情遇到困難要卡忍耐咧！」家裡的大哥又被抓去當兵，我二哥在鐵工

廠當學徒，大部分的時間都沒在家。以前要當學徒的話，要很多年。國小

畢業當學徒要好多年，去那邊要幫忙洗廁所、飼豬、洗豬舍，像做長工一

樣。那時二戰完，普遍經濟都不好，我母親就去做小工，有零工能做的就

做。我父親死的時候，我母親才三十九歲。我記得我念小學念初中的時候，

母親都是在做零工。  

之三：繼續與生活搏鬥 

小時候家裡環境不好，本來是沒有能力繼續升學的。但是，我心想自

己不能夠只有小學畢業！記得我母親當時沒有特別鼓勵我再讀書。反而，

家裡的姊姊比較支持我。報考初中時，我忘記要幾塊錢報名費，就是我第

四個姊姊給我的。那時候我雖然想念初中，但卻絕不可能去讀初中。因為

我知道自己是沒辦法再唸中學的，因為中學還要繼續升大學，我沒辦法去

負擔這筆學費，所以只好念商業學校，方便將來找一個工作。另外選擇這

個學校的原因是它離我家最近，大概二十分鐘路程。其他的學校都很遠，

只有那個學校離我家最近。我走路上下學，中午還走路回家吃飯。那時我

沒錢買腳踏車，比較遠的學校，我沒辦法去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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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念的是華南商業職業學校。我念的時候學校只有初級部沒有高

中部。畢業時我是全班第一名，就全校來說我是第二名。第一名那個同學

考上台南師範，我第二名考上台中師範。全校畢業兩百個學生，只有我們

兩個考上師範。我記得華南商職念到三年級的時候，才有高級部。在我們

同學裡面有十二位同學可以保送直升到高中。那時我已經考上台中師範，

老師就把那個名額留給另外一個同學。我畢業的時候是全校第二名畢業，

那時候的同學以為我不是在十二名以內，結果遞補我的名額的那個同學還

跟我說「嚴振興你比我差，你看我還有保送！」其實，那時我已經考上台

中師範。那是我們那時候窮學生喜歡讀的，因為都是公費嘛！1 

那時候我相當努力的準備了一年。因為職業學校英文數學都比其他的

中學少，我必須自修，我就拿升學的那個歷年的題目，有一大本升學大全，

我就把它拆開來，裝在口袋裡面，日夜拼，拼了一年。那時有幾個想升學

的同學，放學的時候就留在學校，留下的同學大都是在互相研究數學。那

時候說要課後討論是我自己提出來的，一起討論的成員大概五、六個。因

為其他的科目可以自己讀，數學沒辦法讀，自己要演算啊。我們就輪流，

從低年級到三年級的這個課本，以前沒有參考書，還有歷年的那個考題，

拿來演算。下課後就演算到太陽下山才回家。如果遇到解不出來的，我們

就輪流，隔天再去問老師。 

每次想起自己唸書的歷程，我便不禁感嘆失去父親，以及沒有父親提

攜實在影響很大。雖然我母親是很堅強的人，不過很可惜的是她不識字，

沒有受過教育，不是說她不會教小孩子。但是，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關

於社會經驗，父親他會告訴我們。他可以帶我們下輩的子女去認識什麼人，

去懂得很多待人接物的道理與應有的禮節，這些我都學不到。我的母親總

是為生活日夜努力工作。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母親在她很難過時會

帶我到我父親的墓前。因為我最小的弟弟已經給人了，家裡最小的只剩下

我，我的母親就會帶著我到父親的墳上，嚎啕大哭。   

所以我從小都一個人，人家要請我，我都不敢接受，會不好意思。人

家請我一遍兩遍三遍，我總得回請一次。不過，我沒錢，所以不敢接受。

後來到我教書很久，還怕去兩個地方，一個地方是百貨公司，一個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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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小的時候從來沒有進過銀行，也不曉得進銀行要作什麼。派出所什

麼的不用講，公共場所就這兩個地方，我總覺得怪怪，會有壓力，所以很

不喜歡去。關於經濟的壓力，我唸華南商職時有一件不愉快的事。我念華

南商職時，曾領過好幾次的獎學金。獎學金一次兩百塊，那時候兩百塊很

大。中小學的老師薪水大概三百塊左右薪水一個月。現在來說，兩百塊大

概有兩萬多、三萬，那一個學期的註冊費大概一百塊到一百五左右。所以

我領那獎學金，要註冊的時候尚且足夠。但有一次我卻只為了家長會費十

塊錢，學期獎學金就莫名泡湯。因為沒繳錢的，會被扣操行分數！那時我

沒錢交，學校催三次。之後，公布出來，我被記了一個小過。那時十塊錢

對我來說，就是現在的一千塊了啊！我又初中的一個學生，家裡沒有錢，

母親都要給人家去做工啊！我已結婚且住在一起的二哥，他也在做工而已。

那時我不會向我二哥二嫂拿錢。且我大哥去大陸，母親說到我大哥是會流

眼淚的。學校因為我沒錢交家長會費以為我是壞孩子，其實不是。我一輩

子都沒有被學校記過過，就是那一次。  

初中時，我也曾想要去讀一些文學課外的書，但是都比較沒有辦法。

記得初中時我只看了一點章回小說。像羅通掃北、七狹五義都是跟同學借

的；新文學如無名氏的《北極風情畫》、《塔裡的女人》等。其他的因為

太久了沒有印象。初中的時候，還沒對文學有興趣。因為那時學校的圖書

館都不開放啊！有一次開放了，我就很開心，趕緊去借一本書。結果還沒

帶回家看，學校職員就跑來找我，對我說「你早上借的書要還！」後來我

才知道原來圖書館是因為督學來了才開的。那本書我已經沒有印象了，因

為連看都還沒看。那時雖然嘉義有一個圖書館，但是離我家很遠很遠。如

果我走路要走一個多小時，來回要三個小時。沒有腳踏車啊！我們那個時

候出門，都是穿木屐啊！不好走，沒有像現在這個，木屐上面那一塊都是

用拖拉庫 (台：卡車 )的輪胎割起來作的，走路會痛啊！有時候走到會起水

泡。初中的時候雖有穿鞋子，鞋子捨不得穿啊！去學校才穿哪！破的話再

補，補到不能再補。記得有一次補鞋的對我抱怨：「你這個鞋子還要補

啊？」但不管他怎麼說我還是拜託他說：「我剩下幾個月就要畢業了，

我實在沒錢可以買一雙鞋。」他依然不幫我補，依然對我的拜託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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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丟給我一句話：「鞋爛成這樣怎麼補！」這就是我初中的時候窮

人家的子弟的生活實況。獎學金又因為操行成績不足，讓我沒辦法申請，

我當時感到相當失望與忿怒。  

另外，我那時唸書一直最遺憾的就是沒有把英文讀好。直到現在，我

還是會跟孩子和學生講說：小孩子時候失去的東西，一輩子補不回來。什

麼時候該學什麼，該要作什麼，一定要抓住那個機會。假如慢一步，上不

去的話你一輩子跟不上。我因為讀商業學校，英文的課程就少，師範的學

校不上英文。所以我讀大學整日躲起來唸英文，才沒被當掉。一直到現在

我有空，我還會去念，像地球村美語。我一直很遺憾的是英文沒有念好。

看的還可以，會話就不行了。我記得念初中二年級的時候，我知道我英文

那麼差，必須去補習班。我自己的零用錢去補習，沒有跟家人講。第二個

月我沒錢我就沒有去上了。因為失去的東西，以後要補，補不回來。各個

階段有各個階段需要學的需要做的大多了，沒有辦法完全兼顧。  

除此上面兩件憾事外，我初中三年還過的蠻愉快的。我有幾個跟我很

好的同學。其中，有一個姓柯的，我們都叫他柯仔，那個同學跟我最好，

我們幾乎形影不離。有時候我們也去看電影，看電影只要一塊錢，播的都

是黑白片，如荒江女俠、火燒紅蓮寺。我對荒江女俠的印象最深，小孩子

都喜歡看那武俠片哪！刀子還沒到，人就已經倒了。我那姓柯的同學，他

有腳踏車，他會載我到處去玩。我們學校幾乎沒有什麼運動器材，所有的

只有兩樣 ---單槓與雙槓。大家下課後，就去練單槓雙槓。如果體力有分分

甲乙丙丁戊五個等級，我就屬於戊的，我最差。像柯仔同學，他的單槓雙

槓都非常好，他一抓就上去了，我腳勾著還在槓上發抖，那個時候實在是

營養不良，體力很差。  

之四：鬱悶中漸漸開出的花朵 

初中畢業，我考上台中師範。台中師範全部的學生都住校，一律軍事

化的管理。我們每一個學生有一個鋼盔，有一個背包、一枝槍。槍不能放

在寢室，但是背包及鋼盔可以。那時真的像軍事訓練一樣：被子必須疊的

跟豆腐乾一樣，通舖睡十個人，一個人分配不到一個褟褟米。七個榻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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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了十個人！蚊帳共用一件。在學校，早上都要唱歌，唱軍歌，晚上點名

也要唱軍歌：「反攻反攻反攻大陸去，時代在考驗著我們，我們是⋯⋯」。

早上唱，晚上也唱，看有多無聊啊！看電影也要起立唱國歌！早上要點

名，晚上要點名。  

學校要上軍訓。最辛苦的時候是十月份，每天要訓練隊形、操槍、正

步走。學校不能隨便出去。禮拜六回家還要申請才可以回家。禮拜天晚上

五點之前就要回到學校。所以只有禮拜六可以外出，禮拜天可以出來。所

以我買的那些書，如果有寫日期，一定都是禮拜天禮拜六。因為我也沒錢

常常回家啊！那時候家在嘉義，所以我會去逛街、買書！大部分都我一個

人，  當時同學裡面沒有人對文學有興趣。  

另外，考上台中師範後也發覺學校裡沒有什麼社團，於是我自己就跑

去修美術，當時主要修習的是水墨畫。美術課的課程我選修的比較多。文

學方面，我比較是自發性的，自己看書，自己到圖書館，還有自己也會買

書來讀。那時我母親我姊姊都會給我一些零用錢，我都存起來。因為學校

公費吃住都不用錢，所以我都把錢拿去買書。當時中國古典的書籍看的少，

外國文學看的多。外國文學如羅曼羅蘭的作品、挪威的易卜生的作品。另

外，也接觸了一些外國詩人的作品，當時我主要接觸的是歌德與泰戈爾的

詩。其中，我最喜歡哥德。中國方面就徐志摩、朱志清、劉大白、胡適的

《嘗試集》等。記得那時有一個同學知道我喜歡詩，就跟我說他家裡有一

本冰心的詩集。因為那時這是禁書，所以同學也相當謹慎的說明這是他哥

哥在看的。不過這位同學也知道我不是隨便的人，便答應借我。書一拿到

手我便整本抄起來。現在那本筆記簿我還留著。   

在公共刊物方面，學校只准許訂《中央日報》。學校也只准你看《中

央日報》，其他的報不能看。學校圖書館訂的報，都是政府的報，其他

的看不到。那是思想被控制的年代，我們就是在那樣的年代長大。所以我

們常常會產生一種無言的抗議。我們會從文學去找出那個破洞的光！挖一

個窟去吐露，但是不能顯現出來。所以作品都會隱藏那種憂愁、悲憤、憤

怒在裡面。但是，又不敢明講。尤其是我們師範學校出來是要當老師的，

所以言行都得非常的謹慎。一說錯話，就馬上沒有頭路。有一次，有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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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就是在學校裡無緣無故消失。我猜測他們很可能是認為那個同學有思想

問題。因為當時正是白色恐怖時期啊！我們學生時期就有所謂的抓耙子

(台語)。如果胡亂講話，對政府有不滿的就會被抓。像外面寄來的信，都

要經過訓導處審查。甚至後來，我出來教書的時候也還是不敢亂講話！因

為有受過訓練啊！但是，在這種情況下若不是很自覺的人，往往就會失去

了認識自己的能力，失去了認識台灣的能力，甚至認同台灣的能力。為什

麼？因為一直被洗腦啊！一直的被受那種教育，我們這一代的人還有看過

那一個時代的變遷。所以瞭解自己，瞭解自己該怎麼做，瞭解人該有自己

的想法。沒有自覺心的人，就會被這個時代所蒙蔽。不曉得自己在做什麼，

也不知道自己的思想有自由的空間，必須去想自己想要作的事情。  

在台中師範時期我曾擔任過一些職務，如班長、區隊長、室長。室長

責任管理寢室內務，班長管理班上事務，區隊長則是負責學校訓導處、軍

訓室管理方面的關係。在我們學校裡面軍事訓練佔生活很大的比例。我們

除了班，還分區隊。一個班就是一個區隊，一年級就是一個大隊，三個大

隊，全校是一個總隊。每一班都有一個區隊。集合啦！管理啦！作軍事訓

練等等都要區隊長去指揮。那時我們思想箝制得很嚴重。記得當時，還有

一個唸了一年的同學因為上課發表了太多的意見而被退學。是這樣的，坐

在我後面的一個同學，上課時問老師說：「老師，那個躲避兩個字是不

是一樣意思？躲就是躲避，避就是避開，既然是一樣。為什麼要用兩個字？

用一個字就好了！」其實我們那個師範生大家頭腦都很好啊！老師就生氣

的說：「你連躲避這兩個字都不會！你還考進台中師範⋯⋯」我那個同

學聽了當然很生氣，就在週記寫：「我問老師「躲避」二字的意思，老

師不但不回答我，又當場罵我⋯⋯」那時國文老師就是我們導師！週記就

是他在看的啊！他一看，大發雷霆。就馬上批公文，要這個學生退學，並

把週記拿給校長看。最後那個同學就這樣被退學了。我那時總在想我們師

範生好不容易考進來，政府一點好處給我們，我們難道就得做牛作狗的屈

服？那個同學的退學，也只是因為學校認為你這個學生太挑剔、太沒有禮

貌。校長也竟不明就裡的批准。當然家長不敢吭聲，也不敢怎麼樣。記得

我唸書時學校退了好幾個同學，他們都不是因為功課不好。他們都是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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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不好，一個是軍訓成績，一個是操行成績不及格。二十四個小時，我

們都在軍訓教官的控制之下。那時的軍訓教官有生殺大權，讓你不畢業就

不畢業。教官有五個，日夜輪班。我們學校上課下課是喇叭聲為號誌，早

上起床、晚上睡覺也都以喇叭聲提醒。緊急集合，噢！那時晚上緊急集合

的喇叭聲真的會嚇死人。晚上睡到半夜，學生全部要到操場去集合，還要

帶槍戴鋼盔帶背包。軍事訓練，一個學期要一次。突發的，什麼時候我們

學生都不知道。晚上，喇叭聲一響，我們必須把上軍訓的卡其色服裝穿好，

戴鋼盔，綁上綁腿，到倉庫裡面去拿槍。然後到操場集合，限定時間。那

個年代我們學生要受軍訓的訓練，多少對那個年代的氣氛不滿。  

在那種時空下，我曾因看了「宮本武藏」這部電影內心有了很深的感

動。這部電影裡面要表達的東西就很像李登輝講的  「日本的武士道」那

種精神。宮本武藏和小次郎在硫磺島的決鬥，那種堅毅的精神，著實鼓舞

了我當時鬱鬱寡歡的心。  

雖然，當時在師範時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壓迫，但我們師範的同學情感

很好，很多同學離開學校後的成就都很不錯。一直到現在，每年都有主辦

同學會。今年 1是我辦的，我請他們到草屯參觀以前他們服務過的學校。學

校在大地震後都煥然一新，蓋得很好。其中，有很多同學還談到我對詩的

興趣。當師範畢業之際，他們也有留給我一些話，讓我感動不已。那本畢

業紀念冊我還留著。上面有同學寫「你好靜，我好動」也有同學寫「我極

希望在報紙副刊上看到你佳作的詩歌」、「你是一位富有情感的田園詩人」、

「你不喜歡出風頭」、「你是一個成功的詩人」，又如「我們的文學家」、

「詩史」、「天才」、「大詩家」、「兄亦是本班的一位詩人」、「你能

作詩，能繪畫是本班的特殊人物」、「文藝繪畫來一手」。不過，那時

候還只是塗塗寫寫而已。我的同學看到我有在寫東西就會說「我看一下

啦！」我不大喜歡讓他們看，但他們會去偷看，就知道我有在寫一些東西。

還有同學寫什麼「詩筆畫筆情筆齊揮」那時我還幫同學寫過情書。那時啊！

我即使有喜歡的女孩子也不敢表現出來，但是有女生喜歡我。不是學校的

女生，是我考上初中時送給我鉛筆盒的家鄉的女孩。我念台中師範二年級，

暑假回去的時候，她說要嫁給我。不過那時候也沒有深入來往！只是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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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我家找我，我也會去她家找她。另外，我有一個初中同學的妹妹也喜歡

我。我台中師範放假的時候，她會去我家找我。我們也沒有去坐咖啡館、

冰果室，連看電影都沒有，僅止在路上散散步而已。實在是我那時就沒錢

浪漫啊！   

經過幾年的時間，我師範畢業了。照理講師範畢業，有一份安分的工

作應該可以了。不過，我卻感覺到我的人生茫茫不知何去何從。對此我曾

感到相當困擾。我的師長、長輩們都無法瞭解我當時的心情。我對人生感

到茫然，有不知如何走下去的慌張感。我一直想要有一個比我智慧的也好，

或者有知識學者可以指點我。可是，當時卻都沒有這樣的人。我現再回過

頭來很羨慕下一代的人，我常可以給他們意見。那個時候，沒有。我也曾

經去找過算命師，但是感覺他們實在很蹩腳。他們沒有辦法回答我的問題，

幾乎，幾乎都是那種一般性的答案。那時候台灣有兩個最有名的相命師，

北部關西的摸骨的，南部是民雄，一個瞎子。我就跟一個同學到民雄去找

那個相命師算命。他那時候生意很好。我記得從早上，等到那個晚上才輪

到我。他告訴我的幾件事情我現在都還記得。不過，都不是我真正想要瞭

解的。我記得他告訴我說：我七歲以前，我就沒有父親。三十八歲時候會

當省議員！四十五歲的時候會當縣長！我問他應當走什麼路。他建議我應

當去讀法律啊！可是我後來研究命理，自己印證我一生走的路，都沒有做

官的命。算命師跟我講的都沒有一個是準的。只有一項是準的 --七歲前死

父親。所以，當我對人生感到徬徨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真正可以指導我人

生要走的方向。  

我在年輕時便一直在思考，我應當怎麼樣去落實我的人生。這些年來，

我才漸漸感覺到，我是用我的詩呈現了我生命的存在，呈現我生命成長的

過程。其實，若不寫詩，我若從事雕塑與繪畫也可以作的不錯，但是這些

我都放棄了。我寫詩，就是想用「詩」慢慢在我生命中去找到安身立命的

所在。所以我到這個年齡就比較能夠安心了，比較不會像年輕的時候，徬

徨不知人生的路要怎麼走。我那時會想：作一個小學老師也好，作一個中

學老師也好，它們是我安身立命的所在嗎？如果不是，那我安身立命的所

在是在哪裡呢？是在我家裡的人嗎？好像也不是。我需要屬於我個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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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正正展現自我、落實自我的地方。我想不管說我寫的詩寫的好或壞，

人家對我的詩的看法是怎樣都不重要。經由這幾年的思索與實踐，我逐漸

發現「詩」可以呈現了我生命的每一段歷程。這個發現讓我從徬徨找尋中

逐漸安定下來。我想，「寫詩」才是我心裡能夠真正安心落定、不斷走

下去的道路。  

之五：逐漸成熟 

我認為我一生最清閒的時間應當是當兵的那兩年。當兵前兩年在受訓

的時間不是很空閒，後來一年半的時間才是我最清閒的時間。在我辦公室

我自己有一個辦公桌，只有處理一些公文。我下面還有一個二等兵，會幫

我掃地拉燒開水，傳達事情，所以幾乎沒什麼事。且當兵的時候是上下班

的，下班就沒事。住在營區裡面，一天上班八小時，其他可以自由出入營

區。所以那一年半，我準備考大學，我還到高雄市補習班補過數學，因為

有些數學，像微積分以前在師範的學校讀也沒讀過，自己看也看不懂。數

學要人家教，自己看不懂。像大代數，就看不懂。在我當兵的一年半其間，

大部分的時間都拿來準備大學。十二月退伍，第二年就考上逢甲財稅系。

那時我曾想要改變行業，想讀商多賺一點錢。結果還是不行，我那個命最

後還是走上文學。  

岩上這個筆名就是當兵的時候取的。我的名字有好幾個。我戶籍的名

字，叫嚴振興。我有一個筆名叫嚴文聰，一個名字叫堂紘，還有一個筆名

叫岩上，岩上這個名字用的最多。我喜歡岩石的那種堅硬。因為我覺得自

己家族的命運很不好，父親很早就死掉，唯一能夠幫助家裡經濟的哥哥又

被抓去當兵。我的母親又帶著我們幾個小孩，經過艱苦的歲月。所以我小

時候就認為我自己要堅強一點。我取這筆名。從字形字義來看，就像岩石

那樣堅強，往上爬，有進無退。  

念逢甲時，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念書，念的是夜間部財稅系。我要

騎腳踏車到草屯，然後坐公路，到台中再轉。晚上回來，又再重複走一次。

騎著腳踏車，晚上到家差不多十一點多，白天要去上班。那時候我很瘦，

四十幾公斤，實在很瘦。  

我母親也跟我來到草屯這邊一起住，她的身體不好，我又得過著白天

當老師，晚上當學生的生活，家裡沒有人可以照顧。我母親也希望我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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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結婚。當時結婚的聘金，一般的價錢要一萬二。我的薪水大概一個月五

六百塊錢。不過那時母親生病需要錢。要一萬二的聘金，我沒有一萬二。

聘金我只有送六千塊而已。我太太後來還對我開玩笑說：「我是你的半價

新娘。」  

那個時期為工作上課，疲於奔命。那段時間我的作品就寫的很少，幾

乎快要停筆。後來一度又因為經濟的緣故休學。  

雖然遇到很多人生的悲感挫折，但我還是有那種積極的人生態度。我

記得以前在台中師範買了羅家倫的《新人生觀》。這本書在抗戰那時候

寫的，這本書對抗戰那時候的青年有很大的那種鼓舞的作用。書裡面講說

新的人生觀、動的人生觀、革命的人生觀，要有往上突破困難的人生觀。

這本書對我意志力的堅強有影響。                      

早期我還看過一些胡適的文章。我很喜歡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

求證。」的論說。所以像與人家辯論，我都是有這樣的態度。還有，我有

一點受胡適的影響的是：我早期不喜歡中國的東西，跟胡適一樣。幾乎中

國全部的東西我都不喜歡。在學校唸書的時候，像四書啊、孔孟的學說我

不喜歡。我比較喜歡「新」的東西，所以那時我喜歡現代詩。我沒有去從

小說方面去著手，我家族的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耐心。沒有耐心去看那麼

大部的小說。但我喜歡看電影，喜歡電影那種瞬間的感覺。像繪畫，也有

瞬間的那種感覺。喜歡詩，小詩，瞬間對我的感動。小說相對的來說便非

常的冗長。但是，後來我對中國傳統文學的態度卻有了改變。在五十五年

的年底，我已當了初中的國文老師，後來可以申請進修，我便申請到成大

去念中文系。我就是在那時，再次接受中國古典的東西。除了必須念中國

文學史、文字學這些東西外，進成大後也修了二十三個學分，其實二十三

個學分讀的書有限。不過，我給自己留有很多的時間，別人都一個禮拜回

去一次，我則兩個禮拜才回家。所以我在成大受訓的那段時間，常常留在

成大校園裡面徘徊，思考一些文學上的問題。成大回來的第二年，我三十

五歲。我發現，三十五歲是我成熟的年齡。三十五歲我有了我個人的文學

觀、美學觀。一直到現在只是修正沒有多大的改變。所以我後來就寫了一

些詩論如「詩的存在」就是那時候寫的。但是，一直沒機會發表，直到派

色文化拿去出版。不過，出版的時候，已經慢了二十多年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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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除成大的課程外，能夠再一次的去接觸中國古典文學，是我最

大的收穫。那時重新開始讀易經讀老莊。才發現，中國是很有東西的。後

來我練太極拳，亦感覺太極拳很能將中華文化的特質表現出來。說到這個，

我也會想到我那個家族，比較不好的部分就是耐心不夠。因為我知道自己

家族的特性是耐心不夠，所以我決心要突破這個缺點。我對於想要學到的

東西，一定要自己忍耐去學它。所以我一個人曾經躲在一個地方風雨無阻

的打了十五年的拳。每天早上，我一個在那裡摸索，沒有老師的教導之下

自己在那邊摸索，至今已可以當教練。很多事情我都是抱持這樣的信念作

的。  

之六：回首來時路  

回顧我人生中的所有歷程，小學畢業時還迷迷糊糊的，心想只要考上

一個學校來讀就好了。初中，那個時候也還小，但因為考慮到經濟與出路

的問題而選擇了師範學校就讀。然而，到台中念書卻可以說是我一生轉捩

點。我想，如果我不是來台中讀書，可能整個人生就完全不一樣了。又因

為那時笠詩刊的總部也是在中部。所以我才有與笠詩刊接觸的機會，也才

能在往後與笠詩刊的同仁一起為台灣的文學努力。雖然，我後來教職分配

到草屯。但是，草屯跟台中很近，我依然可以經常前往台中。台中實在是

我文學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另外，我除了早期的學生時代及當兵時期的作品外。大部分的作品都

是在南投這個地方寫的。所以若要精確的界定我的文學原鄉，我想台中與

南投都應該包含在內。再者，我生長的故鄉 ---嘉義 --也曾對我的作品產生

一定程度的影響。因為嘉義的布袋、朴子、嘉義靠海，我喜歡看海，喜歡

海不斷變動，開闊的那樣的感覺，所以我的作品中有很多海的意象。而，

屏東里港 ---那個可能是我出生的地方，對我來卻已相當陌生了，也由於陌

生，更遑論對它的感情與印象了。不過，我最近曾去尋根，想找出在日據

時期的戶籍。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答案。因為戰前的戶籍資料已大部分遺

失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