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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的SUPER爸爸

●物籌處／郭世強之父～郭有良　先生 ●飛彈所／王朝琴之父～王瑞勳　先生

●航空所／劉玉緣之父～劉秀豐　先生 ●資通所／古瓊雯之父～古木和　先生

●電子所／林彩妙之父～林子強　先生

◎航空所／劉玉緣特稿

　我的父親劉秀豐先生是個

非常好的人，是個孝順的兒

子，事親至孝，以身作則，

是個好的兄弟，兄弟姐妹有

難總是跑第一，從不計較，

是個負責的丈夫，他不抽

煙、不喝酒，工作認真，他

是個盡責的父親，督促孩子

在功課上、品格上有所成

就，在孩子們眼中，他就像

天一樣大，保護我們、教育

我們，自小，我就看到他努

力地維持這個家。

　父親因為祖父早逝，家中

重擔全在祖母一人，父親身

為長男，雖然有很優秀的學

業成績與畫畫天賦，但為了

要改善家庭生活，小學畢業

後不得不放棄學業努力賺

錢，曾經想過到都市發展，

但因孩子的童言童語說比較

喜歡住在鄉下，於是改變想

法，留在農村打拼，因此加

入農產運銷班，並投入農業

品種改良與學習，歷經不斷

的改良與試種，讓日本甜柿

也能在台灣生產，寒帶的水

梨在台灣也能嫁接成功，因

此生活也獲得了改善。

　在家中，父親除了重視品

德教育外，也十分重視我們

在學校的學習與態度，記得

讀小學時的某天，因颱風影

響，中部地區一連下了幾天

大雨，而上學途中會經過一

處坍方，看到如此傾盆大

雨，內心充滿許多不想上學

的念頭，若能不去上學那該

有多好呀，想著！想著！聽

到父親催促的聲音，從遠處

傳來，快點！快點！動作那

麼慢，上學快遲到啦。正當

我心不甘情不願準備出門

時，看到父親已準備好陪我

們走路到學校，還一路叮嚀

我們，不要因為一點點的困

難或不方便而放棄學習的機

會。雖然事隔三、四十年，

當時的情境與教誨仍深深烙

印在我心裡，也讓我們子女

都學會無論身處逆境還是順

責配送午餐。

　這一次東京之旅，當然不能錯過臺灣客

最愛去的阿美橫丁，也是傳聞中的購物血

拼天堂，之後陸續前往東京車站地下街、

台場豐田汽車主題樂園及汽車博物館、

DECKS Tokyo Beach 購物中心、富士電視

台等，特別的是購物中心還可以欣賞東京

灣的美景。

　特別一題的是上野恩賜公園（註），

我們仔細逛了東照宮、西鄉盛隆像、清

水觀音寺、上野大佛和號稱東京都最具

特色前五名的星巴克咖啡 (Starbucks 

Coffee)。剛好遇上台日交流協會在上野

公原舉辦的臺灣祭，工作人員還親切的用

台語問候我們「是從臺灣來的嗎？」套用

最近熱門的一句話「臺日一家親」，是父

親印象最深刻的景點。

　最後，是夜宿東京羽田機場，前面提過

回程的班機是 5:30，所以 check in 的時

間大約是 3:30，我們在大約 17:30 抵達

機場，當然跟台灣一樣有美食街及紀念

品、土產的等供遊客打發時間，但是因為

我們全家人共 9人，所以提早到機場尋覓

休息處，然後隨著時間越來越晚，機場的

旅客逐漸減少，23:00 以後機場清潔同仁

的工作才正式開始，但是搭乘紅眼班機的

旅客還真是不少，機場各個角落都有休息

中的各國旅客，入境的旅客在等 6:00 才

行駛的接駁公車或電車 ;出境的旅客在機

場候機，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旅客絡繹不

絕的來來往往，也是個難得的經驗。

　自從為人父母後，才深刻體驗到父親當

年的辛苦，萬幸父親目前身體健康，每逢

假日我們兄弟均會相約（或輪流）帶孫子

回去陪伴老人家，這一次有幸能與小弟一

同帶父親出國旅遊，在父親及母親還在身

邊時能讓我們盡子女的孝心，讓此次旅遊

的喜悅與歡愉的回憶，永存大家心中。
註：日本第一座公園，佔地約 53 萬平方

公尺。全園在 1873 年指定為公園、1876

年正式開園。此地原屬於日本皇室，至

1924 年始由大正天皇下令賜予東京市管

理，故名「恩賜」。

候除非是有幫忙做家事或幫家裡開的公司

打包產品或做手工，不然是沒有零用錢

的；高中畢業後，每年寒暑假都要求我們

打工，除了賺取開學後的生活費用外，更

重要的是體驗社會經驗，嘗試各種不同工

作的辛苦，從迪化街叫賣年貨、遊樂園設

備操作員、餐廳服務員甚至是游泳池的救

生員，還記得有一年的中秋節夜晚，我因

為要在公司清洗游泳池，所以沒有辦法放

假回家過節。

　還記得我上了國中以後，父親到了幼稚

園擔任娃娃車司機的工作，之後才有比較

固定的休假，所以我們這一次才特別安排

帶老爸到日本東京遊，慰勞父親前半輩子

為了這個家及我們辛勤工作的將近50年，

直到前幾年退休之後，還熱心公益的每週

固定 2次擔任台北市獨居老人的志工，負

◎物籌處／郭世強特稿

　今年暑假計畫許久的家族日

本行終於到來，雖然已經不是

第一次去日本，但是這一次旅

行主要是考量慰勞辛苦工作多

年的父親，父親於 103 年最後

一份工作退休後就沒有再出國

過了。之前父親上班的公司每

年都有舉辦員工旅遊的福利，

通常一年國內旅行一年國外旅

行，而且都需配合公司作息，

安排於每年農曆過年前，都是

冬季旅行。

　這一次特別選擇夏天前往父

親沒有去過的東京做為旅行的

地點，也是我們第一次造訪這

個城市，之前因為要配合父親

公司同仁的喜好，所以日本的

北海道、京都、關西大阪、九

州及沖繩等地都去過了，就是

東京還沒有去過，而且重要的

是，這次是與孫子三代同堂的

旅程。

　說到這裡，回想起小時候父

親平日辛勤工作，假日就盡可

能帶著全家人出遊，當然成為

家中三個小孩榜樣，在教育方

面父親當年因為經濟及家庭因

素，以致小學還沒畢業就必須

放棄求學回家分攤農務，所以

常常耳提面命對我們說「有機

會就好好讀書，不要老了再來

後悔」而且支助我們從國小到

大學畢業所有的學費。

　除此之外，父親對我們理財

觀念的教育也是從小開始，基

本觀念是「天下沒有不勞而獲

的事」，財富是腳踏實地一點

一滴地累積起來的，所以小時

聽到左鄰右

舍呼救聲，

當時狀況雖

很危險，仍

義無反顧，奮不顧身地到處

救人，雖有些人當下已回天

乏術，幸好皇天不負苦心

人，成功救回兩個 1 歲及 3

歲的小女孩，至今鄰居仍非

常感謝。

　擔任社區志工，農閒時

間，定期或不定期協助清理

社區環境水溝淤沙及樹葉，

避免颱風季節造成災情，每

年定期定額捐助台灣大愛社

會福利關懷協會、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及社區急難救助會，

協助及關懷失學失親孤獨廢

疾者之服務，創造更和諧的

社會。每個子女在耳濡目染

下，除了擔任學校及慈濟志

工（次女在加州）外，平時

也常主動協助社區服務，長

女玉緣曾於 102 年獲得國防

部頒發的愛民模範表揚殊

榮。 

　子女經父母薰陶皆有正當

工作，且對社會公益不遺餘

力，現大女兒玉緣於國家中

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工

作，二女兒倢筠結婚後與先

生居住美國加州，平時上課

學習語文外，擔任慈濟志

工，長子宏基於股票上市公

司，和大工業公司擔任經理

職務，家庭融洽和諧，收入

小康。

　父親一生為家庭犧牲奉

獻，感謝父親給我們的教導

與依靠，像是一盞明燈，在

寒冷中給我們溫暖，在黑暗

中給我們方向，謹以此表達

最崇高敬意，更祝福父親身

體健康、平安喜樂。

境中，都要保持一種樂觀進

取的學習心態。

　平日生活中，父親常耳提

面命說要向檜木學習，檜木

質地十分堅韌，雖然長得

慢，但內部的纖維既粗壯又

密實，即便是狂風大雨，枝

幹也不易折損，根基愈長愈

顯穩固，不時提醒子女從生

活中學會看遠、看寬及看

淡，不論做什麼，全力以

赴，不急功近利，清楚自己

的路並堅持，不自我設限，

樂觀、認真、堅持與與努

力，一步一腳印，凡走過必

留下痕跡，不要害怕面對失

敗，因為失敗是未來成功的

重要養分，也不忘提醒尊師

重道與待人處事；在家庭方

面，守規矩有禮貌，分擔家

務與農務；在課業方面，雖

然當時的生活不寬裕，但只

要對我們的學業有幫助，都

會盡力支持，除了讓我們參

加童子軍外，更花錢請家教

到家裡加強功課，這情況在

當時的農村社會是非常稀少

的，在鄉下許多周遭的同

學，小學一畢業便馬上到工

廠做女工養家，想想自己是

多麼幸福啊！現在自己身為

人母，更能感受與體會父親

的用心良苦。

　行有餘力，投身公益與社

會服務，同理心使然，當有

人需要幫助，只要能力所

及，總是不吝幫忙。父親因

過去歷經貧苦生活，且個性

樂善好施，熱心公益，造橋

鋪路從不落人後，鄰居或親

朋好友需要幫忙，一定全力

以赴。

　記得民

國 88 年

發生 921

地震時，

一陣天搖

地動，伸

手不見五

指，連鞋

子都來不

急穿上，

宮志編輯委員、桃園縣楊梅

鎮老人會會員代表小組長、

桃園縣楊梅鎮長青槌球協進

會常務理事等職，均能秉持

犧牲奉獻的精神，以造福人

群。而且他也樂善好施，經

常捐款給宗親會、三元宮、

土地公廟，以協助會務及廟

宇正常運作。父親也鼓勵子

孫接受良好教育，子孫中具

高學歷者眾多，擁有博士學

位者4人，碩士學位者6人。

　出生在臺灣傳統農村的父

親，一生歷經時代的巨變，

並靠著在農田裡辛勤耕作的

微薄收入支撐家庭生計，培

養子女長大成人，身為子女

的我們，對於父親歷經臺灣

社會轉型，仍能保持樂觀奮

鬥、積極踏實、內心安定平

靜過日的態度而感到欽佩，

也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他

目前最大的心願是能夠保持

身體健康，平日打槌球運動

及休閒聯誼；和妻子相互陪

伴扶持與照顧；每日到田裡

耕作、種菜，讓家人有健康

的食物可吃，以保身體健

康。這樣可讓子女無後顧之

憂，為國家社會作貢獻，這

就是他人生最快樂及最得意

的事。寫這篇文章，除了表

達對父親的感謝與敬意之

外，也希望能夠將他的人生

故事與社會大眾分享。一年

一度的父親節即將到來，祝

大家父親節快樂。

老
寶
貝
，
我
們
敬
愛
您

我
的
模
範
父
親 

與 
我
們
在
天
上
的
父
親

平實而偉大的父親

◎電子所／林彩妙特稿

　在我的心目中，父親簡直就是一部活

字典，他所知道的歷史典故，天文地

理，民俗風情，花鳥植物，只要我們開

口，他總是有問必答，且不厭其煩地說

明，每次所得到的答案，都是我在書本

或生活體驗中無法完整獲得的知識和經

驗，雖然他僅受小學教育，仍如數家珍

般地告訴我們，其中不僅是親情的溫

暖，更是經驗的傳承，他所說的雖然不

是多麼高深的學問，但是足以彌補我們

生活體驗及人生閱歷的不足。他一生的

生活歷練，可以說就是人生經驗的寶

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如今父親雖

己達嵩壽高齡，然而他的思維與記憶，

至今永遠清晰地刻劃往昔的點滴，歷久

而彌新。他就是我們最敬愛而且引以為

傲的長者，林家的老寶貝。

　我們的老寶貝─敬愛的父親林子強先

生，民國十三年出生在一個的時局混亂

又是日據統治台灣的苦難年代，因為大

環境的不安定，加上生活在落後貧困的

鄉下農村，唯有努力辛苦的工作，才足

以糊口養家，而無暇接受正常完整的教

育。然而艱苦的環境並沒有讓他低頭喪

志，反而激發他更堅強的生存意志。民

國三十六年與母親結婚，育有五女一

男，為了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他隻

身離鄉背井，遠赴花蓮紙廠工作謀生，

但因家中缺乏人手，不久即返鄉繼續協

助農事，後來又到嘉義大林糖廠任職，

期間先後多次協助推展地區蔗作增產競

賽，成效卓著，他敬業的工作精神和負

責盡職的態度，一再受到長官肯定並頒

發獎狀表揚，因此父親長期來對子女的

教育與要求，特別強調做事一定要守本

份，全力以赴，凡事要對得起自己的良

知，光明正大的做人處事，他以身做

則，從小根深蒂固地烙印在我們心中。

　父親最可貴的是，對於社會公益及地

方事務的關心與投入，不遺餘力，從民

國三十九年起，即參與地方治安維護及

消防救災工作，將近二十年以上，擔任

嘉義民防防護總隊月眉消防分隊長，協

助村里地區消防救災及治安工作。期間

多次見義勇為，協力破案，及地方冬防

警戒勤務，嚴守崗位，表現良好，而屢

獲上級頒發獎狀，而這些獎狀至今仍保

存完好，可見他對榮譽的重視。他在青

壯年時將青春奉獻家庭，並協力社會公

益，最難得是到了八十高齡，被村里長

青協會敦選擔任會長，用心協助安排老

人長青活動課程，舉辦各項文康啟智及

球類運動，並在志工的指導協助下，成

立長青活力列車，自編舞蹈與曲目，讓

地方長輩樂於參與開心學習。他更率先

勤學老人槌球，並組成「月眉長青槌球

隊」，多次參加全國觀摩比賽，是隊常

勝軍，把村里老人的生命活力再度發光

發熱，充分展現老青春及幸福感，這種

畫面與場景，實在令人動容。

　父親剛柔並濟，慈愛和善，常是叔侄

輩及親友間投訴和調解者，也是他們私

房錢最佳存放處，因為族親都知道寄放

在父親那兒最安全了，可見父親誠正做

人原則深受大家敬重與信賴。他對花草

的熱愛和培育，專情又專精，經常把美

美的盆花贈送給長青伙伴及親友們欣

賞，美化他們的環境和心靈，還會熱心

教大家如何照顧和培植。老父親的言行

是我們林家的精神象徵與指標，今年 7

月是他老人家九十四歲嵩壽，一家五代

同堂溫馨祝壽，大家和樂融融，一聲聲

阿公、阿祖，逗得老寶貝樂哈哈，心中

的滿足和愉悅是不可言喻的，家庭幸福

和樂圓融，是他老人家最大的安慰。

　父親的身體及生活都不用我們操心和

負擔，這一切都歸功於他數十年來，有

一正向的身心和不斷自我學習增長知識

的精神，加上他正常規律的生活作息，

良好的飲食習慣，持恆的運動與養生。

他一生都與大自然為伍，從大自然中的

變化與無情領悟人生的起伏與無常，能

夠坦然面對人生的種種挑戰與學習放

下。我們一直把他當活字典，是他經過

多少歲月的學習與累積，豐富的人生閱

歷寶庫，也是經過苦難的洗禮、挑戰、

淬鍊而成的，他一生無怨無悔地為家庭

社會付出與奉獻，無私無我。老寶貝，

有您真好，我們永遠敬愛您。

◎飛彈所／王朝琴特稿

　我的父親王瑞勳先生，現

年 88 歲，出生於桃園楊梅

的農村，家中世代務農，從

小協助家中農耕工作，國小

畢業於新湖國小，爾後進入

湖口農業專修學校，因家中

農地耕種需人手幫忙故未繼

續升學，而留在鄉下耕田。

　日據時代時，代替祖父被

徵召為奉工前往龍潭修築飛

機場（現在輕航隊），當時

交通不便，需清晨就於楊梅

鄉下步行至龍潭工作地，而

工作完全以人力方式搬土，

極為辛苦。爾後與母親結

婚，婚後五男一女，目前大

哥新北市三民高中主任退

休、二哥台北市環保局退

休、大弟空軍軍官退休後轉

崇友企業服務、妹妹於私人

醫院護理工作、小弟服務

於清華大學副教授。民國

四十六年被徵召入伍，當時

已育有四男一女，為了保家

衛國，不得不暫別家中妻

小，前往金門服役，不料發

生八二三台海戰役，當時身

在金門當兵的父親雖處戰

地，每日遭受猛烈的炮擊，

仍勇敢地堅守崗位。

　平安退役後返鄉從事農

業，但因家中子女眾多，上

學的註冊費所費不貲，光憑

稻米收成糶谷所得仍不足以

因應家庭所需，於是在家中

養豬，以母豬所生的小豬賣

得的錢貼補家用，並經營碾

米廠以支應生活開銷。後來

因農家大都自行購置小型碾

米機，碾米廠生意大不如

前，碾米廠關了後，又陸續

到紡織廠、傢俱廠、鑄造廠

上班。父親於鑄造工廠上

班，因工作環境惡劣，期間

曾患腹痛，但為家庭開銷而

不敢請假，導致盲腸及腹膜

炎，住院十幾天。身為子女

的我們感受到父親為了家計

忍痛上班而感動不已。

　過了中晚年，兄弟妹妹學

業事業都已有所成，父親此

段期間張羅兄弟妹妹結婚事

宜，協助照顧兄弟小孩，

七十幾歲時，家中祖母已高

齡九十幾歲，身體機能逐漸

退化，生活不能自理，父親

每日晨昏定省，與叔叔共同

輪流照顧老母親，其孝心為

子女樹立良好榜樣。此外也

敦親睦鄰，贏得鄰居信任；

數年前台北的郭先生遷移到

楊梅鄉下居住，初到陌生

地，人生地不熟，父親主動

伸出援手，協助郭先生修繕

家園，並指導郭先生種植蔬

菜水果，並樂於分享自己的

菜苗與肥料給郭先生耕種，

郭先生有一陣子因事長期不

在家，還拜託父親關照他的

房屋。秋收完後免費提供農

地讓社區需要人種蔬果。

　農忙之餘，父親服務鄉

里、造福地方、他目前擔任

桃園市八二三台海戰役戰友

協會常務理事，主動協助向

桃園市政府爭取金費補助，

以辦理會員大會及聯誼活

動，凝聚戰友向心力，為退

役戰友爭取榮譽與福利，並

獲蔡總統頒發保衛台灣紀念

長章壹座。此外也熱心協助

宗族祭祀禮儀大事，每年清

明掃墓中秋秋祭時擔任司

儀，使典禮順利進行。並曾

用堅固的材料製作，在家就像在堅固的堡

壘，很有安全感，完全不用擔心小偷或是

外人闖入；生活中有許多用品亦是父親親

手設計製作，大部分的材質都是耐用的不

鏽鋼，充分流露出父親豐富的創意與勤奮

的人生哲學。在父母勤儉奮勉以身作則的

薰陶下，我們皆有正當的工作，對社會公

益，特別是出身孤苦的弱勢族群亦常表關

切與憐憫的慰助。

　父親對孩子主動的關愛向來不缺少，也

很願意服侍我們，但是受到傳統重男輕女

觀念的影響，使我對父親也曾經有一段長

久難以諒解的年日，甚至怨恨父母為什麼

要生下我，讓我來到這個世界。直到我接

受了基督的信仰，方知在上帝的標準下，

我們都不是完全的人。生活在這世界的共

業當中，互相傷害互相造業，也都不是我

們的本意。然而這些天父都知道，因此天

父才願意差派祂的獨生子耶穌替我們承擔

與償還所有的業障業債，並且應許讓一切

接受祂拯救計畫的人能有一個新的開始。

　更重要的是我經歷到天父無條件的愛。

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相聚，天父的愛竟真實

地醫治了我受傷的心靈，也將我內心的負

面思想漸漸清理乾淨，我才發現生命是何

等的可貴。而父親在他所處的年代又是何

等地克盡己力，善盡照顧自己的孩子與家

庭職責，而我們的關係也在天父的引導

下，更加親密。如今的我好感恩能分別擁

有天上與地上兩位愛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就像院內許多長官先進的父親

一樣，看起來很平凡，不是那麼光彩奪

目，卻不計利害得失，總是默默為工作、

家人與孩子付出一輩子，成為家庭可靠的

守護者，成為每一個穩固的家庭的基本成

員，國家社會能穩定的基礎。年老時也滿

心為兒女著想，希望看到每個兒女的家庭

都美滿和樂，生活無虞。在特別的日子，

謹以此文表達對父親最崇高的敬意，感謝

父母養育的辛勞，感謝中科院讓我們有這

個機會表達對父親的敬意，可以尊榮父

親，更祝福父親身體健康、永享福樂。

任桃園市楊梅區

三元宮管理委員

會委員、桃園市

楊梅區三湖三元

無限惋惜，父親對長輩的敬重和孺慕之情

特別令我印象深刻，無法磨滅。

　父親對鄰居親友的熱心是有口皆碑，特

別在物資缺乏的年代，父親修理東西的天

份和服務鄰里的熱心，深深烙印在我們心

中；在父親重視安全的考量下，家中每一

個鐵窗、鐵門都是父親精心設計並親手選

◎資通所／古瓊雯特稿

　我的父親古木和先生現年

74 歲，在家排行老么，出生

在新竹湖口的客家山莊，家中

世代務農，阿公有 7個孩子，

工作辛勞卻仍家境清寒，阿公

阿嬤均在父親尚未成家前就相

繼過世。

　父親於民國 67 年有幸以專

業技術報考中科院，錄取後任

職於二所 25 廠，以專業的技

術為國家效力，服務至年滿

六十歲退休，對於中科院提供

這份工作與長官的照顧，父親

常心懷感謝，養成我們感恩的

習慣。

　在我國二時，母親發現罹患

甲狀腺惡性腫瘤，醫院要求立

即開刀割除，那段時間，父親

同時要照顧母親又掛心我們三

姊弟乏人照料，醫院家庭兩邊

奔波，勞心勞力，從不向兒女

訴苦，總是默默承受，母親其

後又歷經多次開刀等治療，父

親除了工作上的忙碌還得承擔

家務，不讓兒女擔憂，期待我

們能自動自發，把書讀好，自

己的本分做好的美德。及至退

休，父親把所有的家務都接下

來，並且專心照料癌症復發轉

移的母親，前後將近 20 年，

不辭勞苦，細心的關懷扶持，

還常常得到母親的稱讚。

　父親天性沉靜，木訥寡言，

總是默默的做事不喜居功，工

作勤奮，努力認真，事親至

孝，隨傳隨到，是家族耆老、

親戚朋友眼中的孝子。小時曾

同父親向高齡 90 多歲的舅婆

拜年，舅婆長得很嬌小，坐在

許多年長的長輩中間，當時抓

著父親的手，語重心長的稱讚

說從小他最孝順、最體貼，只

見父親眼中含淚（因為阿公阿

嬤很早就過世了），彷彿充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