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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念 九 歲 童 子 捨 身 取 義 
               

- 憶英雄謝明燦暨童年往事 

               
 

周 岳 憲 
 
 
 
 
 
 
 
 
 
 

我出生於山明水秀苗栗縣卓蘭鎮的一個山

頭上，祖厝為一閩南式的三合院。 先曾

祖周石定公原為清末台北大稻埕碼頭 (鄰

近今萬華) 之殷商，因在馬關條約清廷將

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憤而支持末代巡撫唐

景嵩抗日未果；為逃避日本人之追緝，遂

改名周來炎並避秦於卓蘭，買下一偏僻之

小山頭耕讀。 不意在百年間竟繁衍出枝

葉茂密之一大家族，令我等這些眾多孫輩

們無不由衷感謝苗栗的一方好水土養活我

們這一方人。  

 

石定公為紀念以出產極品鐵觀音之福建安

溪西坪里老家，並示諭子孫不可忘本，卓

蘭老家所在處亦名為西坪里。 父祖輩們

雖皆為閩南人，但因卓蘭多數居民屬客家

籍，故而孫輩中也有不少閩客聯姻之後

裔；像我的椿萱客語皆極佳，與客家人無

異 (外婆為客家人)。  

 

山中無寒暑，加上整個大家族勤於漁、

獵、耕、種，自給自足；而且同輩玩伴極

眾，每天都有無窮的樂子可供消磨；就這

樣子一直到七歲時，我快快樂樂、迷迷糊

糊地度過了我的鄉居童年。  

  
先父奇弘公擔心我們四兄弟妹在山裡繼續

渾渾噩噩的混下去，以後恐怕無法接受高

等教育；那就真要一輩子只能死守祖傳的

小山頭，以務農為業。 於是乎我在七歲

生日那一天負笈北上，懵懵懂懂的揮別了

大安溪畔美麗的田園， 開始寄宿於我時

居台北葫蘆島 (近今大龍峒)的五叔家。  

 
由於我在卓蘭時混得太凶，連幼稚園都沒

唸過，對國語更是一竅不通。 先是在大

龍國小唸小一，由於適應不良及跟不上都

市小孩的進度，放學後 (經常自動放學，

天天是星期天) 就在學校旁的孔廟及保安

宮玩得不亦樂乎；直到天黑才依依不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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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結果小一以死當告終。 我父親來

台北探訪時方知事態嚴重，於是靠關係、

走後門把我送進了長安國小。  

 

沒想到長安國小比大龍國小更難混，彼時

長安國小是明星小學，在六年國教時期，

升學率在台北市名列前茅。 我的小二又

是歷史重演，再次以死當結束；讓我嚐到

彷彿夢魘般的學童生涯。 校方為了不影

響升學率，遂委婉的請家父替我再次轉

校。 這一次，我父親得到二次痛苦的教

訓，遂決意舉家遷居台北萬華，也把我送

進了艋舺地區的東園國小 (大多數學生活

潑好動，曾榮獲世界少棒冠軍)。  

 

這個小學在當時，學生所屬的家庭成份相

當複雜；牛驥一

櫪、龍蛇雜處，

風氣十分自由。 

這卻讓我得到混

水摸魚的天賜良

機，也使我窒息

了二年的桎梏心

靈重獲自由，如

魚得水。 這時，

我的國語已相當

流利，但由於學

習 根 基 相 當 薄

弱，成績仍處於

後段班。 就在九

歲的這一年，我

終 

於開始了我快樂小三的學習生涯。  

  

這時班上來了一位從花蓮遷來的同學，吾

友謝明燦。 他天性開朗活潑，大方慷

慨，成績亦同我一般的位居後段班。 我

倆一見面真乃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

憾。 於是從此形影不離，又仿循古代小

說中的金蘭結義 (從收音機中學來的半桶

水)，以兄弟相稱。  

 

三下時天氣漸熱，夏至後更是酷熱難耐；

於是乎我倆就結伴到今天近台北光復橋，

環河南路外的淡水河戲水。 明燦兄來自

花蓮海邊，深諳各式游泳及潛水；他義不

容辭的擔任了我這來自山中的旱鴨子的游

泳教練。 初時，我膽子尚小，只敢在河

邊戲水，對明燦兄浪裡白條的功夫可真是

羨慕得不得了。 逐漸地，我的膽子慢慢

變大，謹慎地慢慢往河中心接近；然而我

游泳技術尚屬十分初淺。  

 

在八月三十日那天午飯後，我倆對家裡使

了些詭詐、說了些託辭，便直奔堤防外的

淡水河。 當日豔陽高照，河水緩緩流

動，波光鱗鱗，河水清涼，令人身心十分

舒暢。 可是，年幼

無知的我們卻大意

地 忽 略 了 淡 水 河

「面善心惡」的特

質。 淡水河表面流

水雖然平靜和緩，

水裡頭卻是暗潮洶

湧、處處漩渦。 就

在我往河中心游去

時，忽遇暗流，腳

又無法著地。 霎那

間我便灌了幾大口

河水，短時間內已

缺氧而導致頭暈目

眩，命在旦夕。 乍

逢 此 一 危 險 的 關

頭，我動彈不得、束手無策。 幸虧明燦

就在附近潛水，他在水中清楚地看到我身

陷險境，隨時會喪命。 他遂奮不顧身地

快速游過來，急切得連兩個眼珠子都瞪得

決眥圓睜。  這位可敬的九歲男童英雄展

現了赴湯蹈火的大無畏勇氣，只想疾疾驅

馳速來救我。 只見他加速游入暗流中，

使盡力氣把我往上一托，我兩腳瞬着河

床，頭亦露出了水面。 我驚魂甫定，方

     九歲時與父親攝於台北市仙公廟 (指南宮)  



  42 

猶記剛剛明燦使勁推我時，他自己卻反被

漩渦捲走。 我心裡著急萬分，適巧看到

有兩位青年人在不遠處戲水，遂向他們呼

救。 他們亦儘速潛入河裡尋找明燦，過

了大約五分鐘，他們才找到明燦；並將他

身體抬到岸邊施行急救。 只是明燦已然

斷氣，壯烈成仁。  

  
當晚，明燦的父親攜同家人、友朋們到我

家興師問罪，悲憤的向我父親狂呼要回明

燦之生命。 是夜，我被父親

吊在屋裡樑脊上，奮力的用皮

帶痛打，打到渾身鞭痕累累、

血跡斑斑。 這是我這輩子中

最慘痛的一次挨打，卻奈何明

燦兄已魂歸離恨天，再也回生

乏術。 第二天為東園國小開

學典禮，只見教育督學狠狠的

教訓了我們校長－王陳美女女

士一番；也特別點名叫我到司

令台上，結結實實痛罵我數

回；他還告誡全體學生要遠離

我這個「壞學生」，彷彿我是

眾人的公敵；真是令人十分窘

迫傷心，小小心靈受傷頗深。 

但另一方面，我卻如聞獅子吼

一般，幡然醒悟至自己三年來

鑄下大錯累累；若不痛改前

非，我已全無退路，此生休

矣！ 

是夜，我向父母親虔心懺悔，也告訴他們

我需要雙親在課業上幫忙我，把我從水深

火熱中拯救出來。 家父也很清楚的明

示，我已無再轉學的可能；我必需拿出男

子氣慨，從跌倒處勇敢地爬起來，奮勇前

進。 家母就學時為卓蘭鎮的才女，成績

一向獨占鰲頭。 此後，她遂開始認真諄

諄教導我 (家母係受日本教育，當時不識

國語，與我一起開始學習注音符號)，過

了月餘我學習進步神速，課業方面已不需

她再輔導了。 小四上學期，我進步到名

列全班前茅，師長同學們亦開始對我刮目

相待，對我的態度開始轉為十分友善。 

我亦改過自新，十分誠懇並禮貌地待人，

遂在小四下學期被選為班上模範生。 當

王陳美女校長在司令台上頒獎狀給我時，

非常訝異我這一回頭之浪子「士別三日，

刮目相看。 」；還特別單獨嘉獎勉勵

我。 從那時候開始，家裡對我十分放

心。 課業方面我已能自動自發，毋須他

們再擔心了。  

 

我在 1987 年受洗成為基督徒後，才學習

到  ”信、望、愛”中以愛為最大的真

理；而「為人捨命」又是大愛的極致表

現。 明燦兄，您在九歲時已有大智慧深

明此理，為不值得您捨命的我犧牲了最寶

貴的生命，挽回我懸於一線的性命。 您

的大愛永活我心中，弟會終身銘記；亦深

感「有朋若此，不枉此生」之深情厚意。 

我永遠記得和您共渡的美好一載中，您對

弟信心十足；還互許以後要轟轟烈烈的相

互扶持、共闖天下、行俠仗義。 兄台對

我知遇之恩，遠勝桃花潭水千尺深。 和

十歲時部份家族 (父後排左二、母後二排左二、我中排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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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訣別以來，弟誠惶誠恐、只敢兢兢業

業地求學、做事、處世；深怕辜負了您在

天英靈之殷盼。 只是，今生也僅能發出

浩古長歎：“結義兄弟弱一枝，千山萬水

無兄相伴”，弟只得踽然獨行；真是情何

以堪? 情何以堪! 

 

弟現旅居美國，宿於矽谷已二十餘載；很

幸運地得到許多貴人相助，數次創業略有

所成，聊可稍慰謝兄知遇之恩。 每每返

台，車行經淡水河上時，往事皆歷歷如

繪，常令我悲從中來、五內翻騰。 莊子

嘗曰 ”生者，寄也；逝者，歸也。 "，

李白亦曾云“人生如寄，夫天地者，萬物

之逆旅。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人生

何其短暫，我又何其幸運的結識了          

您。 眺望那不舍晝夜流動的淡水河水，

往往慨嘆 “逝者如斯夫”，內心又是何

等悲愴。 明燦兄遭逢天不假年之際遇，

在此世上只短暫待了九年；我們永別時卻

連再見都來不及說。 每念及此，我是何

等的不捨。 對阿兄之思念日增，但您已

大去；弟也深知今世相見不可乎再得，只

能抱浩恨而長終，託遺響於悲風矣；大哉

慟!  

 

明燦兄，古人有言 “生而正直，死而為

神”。  我相信您的義舉必已然感動天

地，也必已平安底安息在主懷裡！”明燦

兄，每逢您的忌日，我總以鮮花一束、誠

心一顆，深切地紀念您、緬懷您。 在十

載前，弟成立了一慈善基金會，繼續發揚

兄之遺愛。 弟亦在每天的禱告裡記念著

您，無日或間。 我會終此一生謝謝您對

我的再生、再造之厚恩。 明燦吾兄，我

深深底敬愛您，我們終會在天家再會；屆

時再向賢兄傾訴對您由衷的感激、和此生

無盡之思念。 明燦兄安息!  

 
弟 岳憲  頓首！ 
 

 

 

 
 

謹贊曰： 

 

“五尺童子智勇過人，拯摯友命於溺斃瞬；  

   淡水河險漩渦無情， 稚兒犧牲壯烈成仁。   

   五旬故舊終生感恩， 河伯讓道龍王躬身；       

    齊頌讚真乃大丈夫， 位列天班千古傳吟。
 (頌千古英雄奇童子) 

再贊曰: 

 

“謝了春紅太匆匆，明朝何處尋俠蹤；  

    燦然童顏常駐夢，兄弟金蘭賸一翁。” 
                                                (與爾同消萬古愁)  

結贊曰: 

 

“謝似柳絮渺無蹤，明已昇天做仙童； 

 燦囑周郎東風裡，兄弟重逢永生中。” 
                                         (留取丹心照汗青) 

 

引 蘇軾 赤壁賦 『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

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 

 

 
    

周岳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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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昔日淡水河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