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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裡！」邱士恆介紹收

放橘子的地點笑得燦爛，彷彿回

憶歷歷在目。 （劉玉蘋攝）

邱士恆
緊抓文化浮木拒隨波逐流

時代不斷變遷，屬於客家人的文化必須被保留下來，不能一

直跟隨著社會發展的洪流漂盪，只怕一回神，原本僅有可依

賴的浮木都漂走了，那麼客家還剩下什麼？

邱
士恆性格勤儉，會留意自己花費的金錢

數。平均一餐三十五元，最喜歡自助餐

點，一道菜十塊錢，夾兩道滿滿的菜，只需花

二十塊，就可以飽餐一頓。不崇尚奢華的物質

生活，只求簡單就好；不跟隨流行，不追求名

牌，只求適合自己的。就連逛十元商店也是一

種樂趣，總會發現一些值得買、自己卻意想不

到的物品。

　也許因為從小經常接觸大自然，邱士恆的個

性開朗樂觀，大自然的魔力，帶領他總是看事

情的光明面，如同紅花綠葉的向光性是永恆不

變的。邱士恆也因歷經各種田野經驗，做過許

多粗活，視吃苦為鍛鍊自己的良藥，盡最大的

能力使自己擁有向前的動力，進而養成不怕苦

的習性，從中獲得成就感，讓自己有所成長。

凡事但求光明磊落 活在當下

文／劉力榛

　儘管已脫下一身工作服，換上西裝坐在竹椅的

那頭，一雙長滿厚繭的手，指縫中帶有長年累積

下來的白色油漆，仍不小心地透露了他的身分，

林洲岩──大助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油漆公司

的負責人。

　「我不是純客家人耶！」林洲岩靦腆地笑著，

太太卻在一旁提出反駁，「你也是純客家人好不

好！」林洲岩是台中東勢的客家人，講的是四縣

腔的客語，但儘管從小生長在客家庄中，不知道

為什麼，到他們這一代便開始客語、台語夾雜著

講，而客家庄的老師又都以國語為主來上課，因

此林洲岩才會對於自己的客家血統充滿不確定

感。

偷摘葡萄 被爸爸帶去派出所

　談到小時候的生長環境時，林洲岩頓了一下微

瞇著眼睛，思緒彷彿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家中排

行老三的他，上面有哥哥、姊姊，下面有弟弟、

妹妹，小時候住在鄉下，房子的四周都是稻田，

生活過得十分清苦，父親得身兼多職來養活這個

家，民國四十八年，正在就讀小學的他，見證了

八七水災強大的威力，附近所有的稻田一夕之間

全被無情的洪水沖走，這也使他深深體會到事事

變化萬千！

  林洲岩的父親是個很正直、敢怒、善於交際的

人，對於管教自己的兒女很有自己一套方法，林

洲岩突然笑道，記得在他八歲一天放學時，經過

一個葡萄園，眼前的葡萄又大又圓地像在對他招

手，最後他忍不住便去偷摘了別人的葡萄，沒想

到被葡萄園的主人逮個正著，因此就被拎著去向

他父親告狀。他父親在和對方道過歉後，便一言

不發地直盯著他看，「給我一個人去派出所自

首！」原本以為這只是父親的玩笑話，沒想到父

親便帶著他到派出所的巷子口，看著他自己走進

派出所，後來因為在派出所沒看到人，加上自己

也很害怕被抓起來，所以又跑回巷口，父親又再

度一言不發地低頭看著他，「這種方式比打、罵

還令人無法承受！」林洲岩苦笑說道。

 「其實父親的心腸也很軟。」林洲岩說，父親

去收債如果看到實在是太貧困而沒錢還的人家，

便不會要求他立刻還錢，儘管自己家中經濟狀況

也沒好到哪去，但父親總是說「同理心啊！」父

親的那份大愛深深影響了林洲岩。林洲岩在小學

階段的課業方面表現來說，一直都很不錯，小學

六年級那年，老師在調查班上同學以後繼續升學

或工作的出路時，到了林洲岩的家中拜訪，強力

地建議他父親讓他繼續讀書，坐在一旁的林洲岩

也滿心期待地等待父親的答案，既使知道那個希

望很渺茫，「家裡真的沒有錢啊！」最後父親還

是以無奈的口吻說著，十三歲的林洲岩，深知父

親平常是如何在市場拉開嗓子賣豬肉，如何在賣

完豬肉後，又到處打零工來維持這個家庭，雖然

仍然無法不感到悲傷，但這就是現實的人生。

油漆生涯 自由自在一做40年

　十三歲國小畢業後，經由父親的友人介紹，到

■ 林洲岩總是以樂觀包容的心來看這個世界。 （劉力榛攝）

林洲岩
漆裡悠遊 一身客家本色

談論到客家，林洲岩突然低下頭，喃喃地唱起歌來，「唐山過

台灣，沒半點錢，剎猛打拚耕山耕田，咬薑啜醋幾十年，毋識

埋怨，世世代代就恁樣勤儉傳家，兩三百年無改變……」

■林洲岩與太太在家中設置了簡單但不失端莊的佛堂供奉著觀世音。 

 （劉力榛攝）

剛
從海軍的中字號軍艦下來，理著小平頭的

林洲岩再度踏上了陸地，在台北的哥哥也

已經開了一間油漆工程公司，等待著他的加

入。剛開始創業大多是靠老交情，但隨著時間

證明了他們的能耐，漸漸地，有越來越多的客

戶上門。

　直到現在，包工程的工作幾乎沒有斷掉過，

「油漆這行不太會退流行，常常都會有需要

的，例如：油漆褪色要重新上漆、結婚就會想

重新粉刷之類。」林洲岩總是很樂觀地看待這

一切。既使賺的錢不多，但本著客家人勤儉精

神的他，在經濟上也較以前來得寬裕許多。

「這行業是以勞力換取金錢！」既使是個老

闆，他還是和工人們一起做事，絲毫沒有老闆

的架子，和工人就如兄弟般彼此照顧。

　談論到做油漆這行是否也有一定危險時，

佛祖保佑 鬼門關前走幾回
虔誠信仰一貫道的林洲岩睜大雙眼說：「當然有

唷！我從鬼門關前走過好幾回啊！幸好有佛祖保

佑！」幾年前接了一項工程，其中有一排四、五

間連在一起的房間要粉刷，其中一間門的鑰匙在

開門時折斷了，結果不知道哪來的鬼點子，竟打

算從隔壁間的窗戶爬進那間來開門，站在窗戶往

外一看，感覺手一勾就勾到，於是就爬出去，沒

想到走到一半，手正要伸出來勾時，竟然還差一

截，當下心裡也慌了！進也不是，退也不是，他

心想該不會就這樣從十四樓摔死吧！最後只好在

心裡不停地默念「菩薩保祐……」然後奮力地左

手一放，右手一勾，結果就這樣過去了！之後他

從一樓往上看，發現還真有一段距離，自己竟然

能這樣勾到，冥冥之中一定是佛祖在保佑。

　另外一次發生在最近，為了因應屋主的要求，

他們在新房子裡頭粉刷了帶有甲苯味道的防水油

漆，然而由於新房子的緣故，窗戶全部都是用

保護紙密封起來，隨著甲苯的味道在密閉空間

蔓延，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因為吸入過多而昏

倒，「一定是佛祖看到我陷入危險，派他下樓

來救我的！所以走道場真的有很多好處！」林

洲岩想起當時情況，不停地慶幸著自己的好

運。當時樓上有個師父剛好下樓拿東西，一看

到他昏倒便急急忙忙把他背到通風良好的地

方，他的命也在鬼門關走了一回。

　看著林洲岩那雙長時間接觸有腐蝕性物質、

粗糙的手，問他什麼時候打算要退休呢？林洲

岩靦腆地笑道「做到六十五歲吧！」平常儘管

工作再累，他仍然會空出時間投入一貫道的服

務。為何會對一貫道如此虔誠呢？林洲岩搔搔

頭，笑著說：「我也不知道耶！有些事是無法

解釋的！」對於宗教，他擁有的是無比的熱

誠，「退休後，我要更加深入地投入道場，換

另外一種方式，將我的微薄之力奉獻給這個社

會！」 （劉力榛）

了離家六、七公里的養殖場工作。但因住在那

裡，偶爾才能回家一趟，儘管離家很近，對於一

個才剛從國小畢業的孩子來說，還是常常會想

家，所以最後不敵思鄉的情緒，做了幾個月之後

便辭職了。之後又在豐原的電機工廠做工，一

天工錢雖然才7塊錢，但對於家裡貧困的經濟來

說，這已是一份不小的補助。這份工作一做也做

了兩年多，直到有一段時間經濟不景氣，公司為

了減少支出，說裁員就裁員，看見許多在公司做

了很多年的員工，也沒有犯任何錯，就這樣莫名

其妙地被裁員，因此而感到這樣的生活實在沒保

障，而且也學不到什麼太專業的技能，所以便辭

職，之後便隨著哥哥介紹的客家籍老闆到台北當

油漆學徒。

  十七歲那年是林洲岩一生的轉捩點。隨著從苗

栗來的客家籍老闆來到台北，一切從頭開始踏入

油漆這個行業，就這樣一做就做了四十幾年。中

間不曾覺得很無趣，想換工作嗎？林洲岩笑道：

「曾經在這中間做過短暫的推銷，但我實在做

不來啊！還是油漆好，工作自由，又有一技之

長。」

吃苦打拚 據理力爭不占便宜

  跟著客家老闆做事，自然而然會接觸到許多客

籍的客戶，原本客語很不流暢的林洲岩，在環境

的驅使之下，他的客語也越說越溜。對於自己會

講客語一事，林洲岩認為，人可以多學一種語言

就是自己的一種資產！多一種語言不但在工作上

聽到和自己講著同樣語言的人，親和力會大增，

溝通更順利，在異鄉遇同鄉人，既使是陌生人，

也會在無形之間多一份熟悉感。

  談論到客家，林洲岩突然低下頭，喃喃地唱起

歌來，「唐山過台灣，沒半點錢，剎猛打拚耕山

耕田，咬薑啜醋幾十年，毋識埋怨，世世代代就

恁樣勤儉傳家，兩三百年無改變……」一首〈客

家本色〉，道盡了客家人的精神，「客家人決不

占人家便宜，對於事情總是據理力爭，對就是

對，錯就是錯，她就是一個例子。」林洲岩一臉

溫柔地看向坐在一旁的太太，林太太則是一臉害

羞地微低著頭望向他。對於客家和閩南之間長期

的族群紛爭，林洲岩表示，由於從小生長在閩客

摻半的環境之下，對於此他只是感到無奈，他遇

見閩南人講閩南話；遇見客家人講客家話，族群

的紛爭在他身上是不存在的，他以擁有閩客的兩

種身分為傲！

文／劉玉蘋

　邱士恆出生於一個客家的大家庭中，祖先三百

年前從廣東來到台灣新竹，高祖父入贅邱家因而

改黃氏為邱氏。最早家住關西下橫坑，猶如世外

桃源般座落於山間，爺爺的兄弟們也都住在一

起，住的是傳統客家三合院，逢年過節，總是熱

熱鬧鬧的。住家後方建有家祠，每年清明節，整

個大家族都會聚集在此祭祖。

客家記憶 上山採橘賽神豬

　再往上就是種植蔬菜水果的地方，現就讀交大

電工系三年級的邱士恆還記得，小時候爺爺會開

著開山車載他和哥哥上山採橘子，現在的山路依

再加上自我要求高，邱士恆為自己做了一句座右

銘──Don’t be upset for the past, but be 

happy right now──他認為若為了過去而感到

懊悔或不開心是沒有用的，過去的就讓它過去

吧，我們該做的是適時的反省，凡事但求光明磊

落，問心無愧；並且把握現在，活在當下。

　國一下學期，邱士恆的班級被選為啦啦隊培訓

班，正是活潑好樂的個性，以及有付出就會有收

穫的信念，讓邱士恆很快地在啦啦隊領域嶄露頭

角。現在的他，活躍於交大競技啦啦隊，是全方

位的成員，不論舞蹈、口號、技巧、翻騰、跳

躍，都是全隊中的佼佼者。儘管已經如此優秀，

邱士恆仍不斷精益求精，除了向老師、教練請

教，也會和隊員們切磋琢磨。在不久的將來，他

將考取乙組技術教練證照，他要證明自己課業和

社團都能兼顧，文武雙全。在這重視團體合作

的環境裡，邱士恆完全感受不到在學齡期，閩

南優勢明顯的壓力；客家意識也逐漸從他的思

考中褪去，大家都跳脫既定的族群框架，歡樂

地融合在一起。

　邱士恆現讀交大電工系三年級，成天與無限

個電子實驗為舞，還有超大型積體電路以及電

腦程式作陪。雖然當初是因考量現實面而選擇

偏重實作方面的工程學系，但邱士恆喜歡辯證

邏輯思考，相較之下反而對理論性的學術研究

有興趣。在一次講座中，演講者介紹專利工程

師，是電工系學生未來的其中一條出路，主要

工作是撰寫專利，上法庭打官司。而打官司又

需要辯論思考的能力，因此邱士恆期望能考進

科技法律研究所，修習與法律相關的課程，配

合他個人在理工科的專業知識，開闊視野、拓

展領域，掌握科技法律的應用，未來在科技犯

罪猖獗的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 （劉玉蘋）

■邱氏家祠上「慎終追遠」四

字，是祖先對後代客家子弟的訓

誡。　 （劉玉蘋攝）

■邱士恆大啖在家鄉的土地生長

開花結果的橘子。　 

 （劉玉蘋攝）

然清晰可見，只是已經沒有開山車引擎的轟隆隆

聲，只有雙腳踩踏落葉的刷刷聲。走上熟悉的山

路，邱士恆雙手剝開鄰家奶奶剛送來的橘子，回

憶起以前和爺爺一同摘橘子的樂趣。還記得，路

旁的蘆葦常成為手中玩物，沙子裡的沙蟲更是不

能放過，接著似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到了種滿橘子的山坡。一人拿一把大剪刀，

把橘子的枝葉剪斷，將橘子丟進籃子裡；肚子餓

時就順手拿一顆，熟練地將橘子掰成兩半，吃完

後橘子皮隨手一丟──回歸大自然。

　「就像這樣！」只見邱士恆大啖橘子果肉，並

將橘子皮隨意往身旁一扔。這是他從小與大地親

密互動的證據，更是邱士恆藉以回味兒時無憂無

慮生活的方式。山上遍地是鬼針草，細長狀果實

勾得滿褲子都是，拔都拔不完，每一個倒鉤勾起

的都是他與爺爺還有哥哥一起在橘子園幹活兒的

歡樂時光。

　大概五、六歲的時候，邱士恆舉家到新埔，爺

爺奶奶也同他們家住。但是，房子沒有磚牆與屋

瓦，取而代之的是水泥透天厝，這也象徵生活現

代化的開始。儘管如此，客家文化的花朵仍在邱

士恆的日常生活裡繼續綻放著，奶奶會不定時搗

麻糬、包粽子、醃酸菜、曬瓠瓜，爺爺也會帶他

觀看神豬比賽、欣賞野台戲。另外，家裡的高麗

菜更讓邱士恆念念不忘，他說他只吃家裡種的高

麗菜，除了特別有家鄉味以外，葉菜的甜度、脆

度與新鮮度絕對是獨一無二的。

　三十多年前，台灣蘭業興盛，邱士恆的爺爺也

跟進腳步種植蘭花。一開始只是單純為了家計著

想，但日子一久，爺爺種出心得來了，並著手研

發蘭花新品種。這幾十年來，即使爺爺的事途並

不是一帆風順，始終如一的是爺爺寫日記的習

慣，爺爺的恆心與毅力，深深影響著邱士恆在求

學之路永不服輸、堅持到底的表現；而且他的爺

爺幾乎每天都抽空回關西老家一趟，展現不忘本

的精神，邱士恆就以爺爺作為榜樣，期許未來的

自己能夠做到飲水思源。

淡泊節儉 健康飲食少魚肉

　對於家族內部的文化傳承，邱士恆曾經思考

過。身上流著客家性格的血脈，加上自幼所歷經

的客家經驗，他認為，時代不斷變遷，屬於客家

人的文化必須被保留下來，不能一直跟隨著社會

發展的洪流漂盪，只怕一回神，原本僅有可依賴

的浮木都漂走了，那麼客家還剩下什麼？

　身為客家子弟，長輩們都展現客家人勤儉的特

性，邱士恆從小耳濡目染，深受影響。邱家有個

放錢的盒子，只要身上沒錢了就從盒子裡拿錢，

如果盒子空了，爸媽會再「添貨」。整個過程完

全自由心證，沒有監視器，也沒有第二者在一旁

用雙眼盯著。若不是節儉的性格，這種「自己拿

錢」的制度就不可能存在。

　邱士恆表示自己會把這樣的美德傳遞下去，不

過可惜的是，他只會聽客家話而不會說。隨著年

齡增長，對家族的事務也關心的越多，尤其是自

家土地的規劃與使用，現在沒有人想負責，他覺

得很可惜。但因為自己還是個學生，尚未闖出自

己的一片天，因此邱士恆認為時候未到！屆時希

望能增進客語能力，為家族的傳承奉獻更多。

相對弱勢 激發自立自強決心

　從小長輩沒有對邱士恆多做客家意識的培養，

加上小時候受到同儕影響，對於客家人的認知僅

侷限於會講客家話的鄉下人，而同學中閩南人佔

多數，老師也都常講閩南語，所以閩南人相對有

優勢。此外，邱士恆常常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

讓他倍感壓力。不過也因為這樣，更激發他自立

自強的決心，在各方面表現都很出色。現在的他

了解到，其實客家人很有自己的特色，願意更進

一步地認識客家，並且時時以身為客家人為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