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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

協助新莊市博士的家社區重建完成

並全額補助本書初版經費

給我莫大鼓勵

讓我更具信心

—蔡麗香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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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氣

看到蒼翠巍峨的山岳，我常以身處臺灣為美、為幸，殊不

知這壯麗的山川，乃地層變動的成果。九二一，這毀滅性的大

地震，讓我深感人的渺小卑微，然而看到麗香女士勇敢堅強的

活存下來，又讓我敬畏於生命無窮的韌性。經歷毀滅性的考

驗，而得以重生，委實彌足珍貴，如同地殼大變動後，未見廢

墟，反見疊翠山巒般，令人雀躍讚嘆！

因緣際會，我義助新莊「博士的家」受災戶法律訴訟，結

識了麗香女士，相處六年來，親睹麗香女士由垂頭喪氣，幾無

信心，到展露笑容，語帶幽默，我真為麗香女士的成長，充滿

感恩。麗香女士常告訴我，九二一大地震奪走了她至愛的兒

女、夫婿，這慘重的一擊，使她退化成嬰孩般，不知如何吃、

如何睡，更不知如何與人互動，一切從零開始。災變迄今已近

六年，她雖自嘲快滿六歲，可上小學，但在我心目中，麗香女

士已於短短六年，拿到榮譽精神醫學博士學位。

麗香女士嚴肅中帶幽默，柔順裡藏堅毅，富遠見而氣度

宏。猶憶當時，我和張炳煌律師等代表臺北律師公會代理「博

士的家」受災戶對建商提起業務過失致死等刑事告訴，嗣財團

專文推薦—《勇氣》

專文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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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受讓受災戶損害賠償請求權，

向建商等提起團體訴訟，請求死亡、傷害及財產損害賠償。有

關死亡賠償，建商為求減低對罹難者家屬理賠金額，曾由其辯

護律師出面直接與受災戶協商，致受災戶內部間意見形成分

歧，不利於臺北縣政府、臺北律師公會、消基會三方協力對建

商等已展開斡旋談判之有效進行。幸蒙麗香女士睿智，把建商

律師直接與受災戶協商情形告知我，有感於建商律師所提和解

條件對受災戶保護不周，我乃約同消基會謝天仁律師自行前往

參加罹難者家屬內部私下聚會，經充分溝通，終能挽回頹勢。

團結力量大，在九二一地震一週年，死亡及傷害賠償終與建商

達成和解理賠。麗香女士當初適時的提醒，可說臨門一腳，功

不可沒。

我何其有幸，能親聽麗香女士訴說其苦難點滴，這對一路

走來平順的我，益發覺得麗香女士可歌可泣的心靈療傷過程，

是人類的智慧，應以文字傳承。蒙麗香女士大智，再度展現其

突破自我的勇氣，應允將其坎坷奮鬥的心路歷程，著為文字並

集結成書。

謹衷心期盼本書能提供遭遇類同災難、家變或憂鬱患者，

相知相惜的心靈陪伴，讓重創的生命，獲得撫慰出口，進而借

鏡、鼓舞並激發耐折耐磨的生命韌性，在面對生命障礙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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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輕言放棄，而能勇敢堅決為自己及他人塑造成功的跨欄典

範。

生命之船，麗香女士泊岸修護即屆六年，而今揚帆待發，

無限祝福此行航向璀璨人生。

楊正華律師

九十四年八月二日

專文推薦—《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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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活下去的理由

「生離死別」是每個人一生中無法迴避，一定會面臨的景

況，但對突如其來的大地震，瞬間奪走我一兒一女及夫婿，如

晴天霹靂般，讓我措手不及。一家四口，僅我獨活的慘境，真

的讓我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每當別人提到地震、新莊、

九二一或看到相關字幕時，我心就刺痛、沉重，變得非常敏

感，我刻意逃避這有關事務，尤其每逢九月二十一日，傷口就

準時復發，讓我一直癒合不了。

三年前，受到楊律師的鼓勵、叮嚀：「麗香，妳要把講述

的寫下來，讓別人來讀妳，而這也會影響很多人⋯⋯」我直覺

把經歷的一切化為文字，顯然不可能，因為每次坐在電腦桌

前，只要思及過往，心就像撕裂般的痛，淚流不止，寫不下

去，也坐不住⋯⋯。一直到去年，有一天楊律師來電話說：

「明年九月，我們來出書好嗎？」我想，人生途中有很多轉

彎，每個轉彎都是學習與成長，我要進步，就得讓自己的心逐

漸放開，書出了，等於我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是真正進步的開

始。就像我生命中所遭遇的巨變，雖慘痛，但也帶給我更多的

成長，而且我從自身的經驗得知，當別人處於哀痛的時刻，給

作者自序

重．生



33

予他們支持是多麼重要。有了這個體認，於是我把以前的札記

翻出來整理，儘管腦袋必須重拾慘不忍睹的畫面，且字字是

淚，但我不斷給自己打氣：「要坦然面對，勇敢向前看」。

感謝「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對本書初版全額

補助，讓我更具信心，也給我莫大的鼓勵。在捷運車上，我接

到楊律師電話告知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要補助出版經費佳

音，不禁潸然淚下，感動莫名。

雖然隨著書籍出版問世，把自己裸露在眾人面前，我將面

對新一波的人群壓力，但是既然決定出書，就要勇敢的迎向新

的關卡。願心靈創傷的朋友，讓我們經由此書搭起溝通的橋

梁，相互分享，彼此鼓勵，真誠扶持，共同仰望並迎接甘霖祥

降於我們荒漠的心田。

94年8月3日

作者自序—《尋找活下去的理由》





（謝淑蓉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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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摘自《北縣人》第四期（1999年10月）921大地震搶救紀實



38
▲摘自《北縣人》第四期（1999年10月）921大地震搶救紀實



39
▲摘自《北縣人》第四期（1999年10月）921大地震搶救紀實



40
▲摘自《北縣人》第四期（1999年10月）921大地震搶救紀實



41
▲摘自《北縣人》第四期（1999年10月）921大地震搶救紀實



42

重．生

天崩地裂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當我準備入眠，閉上眼睛

沒多久，一陣突如其來的天搖地動，床鋪上下劇烈

跳動，左右強烈搖晃，我大叫，急忙跳下床，卻連

站都站不穩，孩子呢？他們一定嚇壞了，我趕緊開

門想要呼叫睡在孩兒房的先生、孩子，突然一面牆

倒下壓在我身上，腦筋頓時一片空白，我雙手抱著

頭，縮小身軀棲息在黑夜小洞裡，聽到一聲巨大聲

響，似乎是房子折斷倒下，接下來餘震不斷，屋子

一直往下陷，越陷越深，洞口也愈來愈小，我越來

越害怕，心裡默念著：「要鎮定，不能慌，腦子要

保持清醒，這樣我才有被救機會，先生及孩子還在

等我，我不會死⋯⋯我不會⋯⋯」這時石塊掉落、

沙塵滿天，眼睛睜不開，我趴著，一手摀著鼻口，

不斷喊著先生及孩子的名字，一手觸摸（感覺）著

周圍，這是衣物整理箱，怎麼會跑到這兒⋯⋯這像

斷壁殘垣，而碎裂的牆磚如刀片般的銳利，手一碰

就刺傷，腳一動就割破皮肉。由於餘震連連，沙石

塊一直掉落下來堵塞了我棲身的小洞口，讓我呼吸

困難，因吸入太多沙塵，口乾、咳嗽，我用手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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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過後—《天崩地裂》

沙石堆，可是不久又填滿了洞口，就這樣來回推了

好幾次，我在心裡不斷告訴自己：「我不會死，我

不能死，先生、孩子等我去救⋯⋯」在殘破黑夜裡

有如人間煉獄，淒慘哀號求救聲、小孩撕裂般的哭

叫聲、大人催促聲（快跑）、跑步的急促聲，以及門

窗玻璃、鍋爐碗盤刺耳的破碎聲，逐漸蓋過了我呼

喊的聲音。不知過了多久，聽到有人大聲喊叫：

「妳幾樓？」我回答：「六樓。」他說：「我是妳樓

下的陳清村⋯⋯，我沒有受傷，我太太腳被梁柱壓

到，小孩已沒有回應，妳先生及小孩有沒有回應？」

我說：「沒有，我叫了他們好久。」他告訴我：

「妳試著用手挖挖看，看能不能挖個洞到下面去？」

我說：「牆壁壓在我身上，我無法動彈。」他說：

「如果妳被救了，妳要告訴救難人員，我們還活

著。」我說：「好。」

儘管先生及孩子都沒有回應，我的聲音也啞

了、口乾了，沒力氣了，摀著口鼻喘氣，我還是不

放棄希望，我安慰著自己：也許吵雜聲、求救聲太

大了，以致他們聽不到我的喊叫聲，就暫歇喘口氣

吧！不知道過了多久，周遭的哀號求救聲已沉靜下

來，一切靜默在淒厲的黑夜中，顯得更加恐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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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開始呼喊先生及孩子的名字，並試著求救，終於

有人高分貝回應：「妳等一下，我們會來救妳。」

啊！我終於鬆了口氣，心想我們一家人有救了。救

難人員拿著手電筒，聞聲朝我走過來，用手推開沙

石塊，用腳踹了好幾下鋼筋，他們說：「妳把手伸

出來，拖拉時一定會受傷，妳要忍耐。」拉第一次

時沒成功，因鋼筋卡住臀部，於是叫我後退，他們

用腳又踹了好幾下鋼筋，當我趴著雙腳往後退時，

斷牆殘瓦銳利的刺痛我的腳，我再度把手伸出，救

難人員叫我要緊握他的手腕，這樣他拉我才有力

量，並要我忍痛配合。當我被拖出來的剎那間，感

覺恍如隔世。我說聲謝謝後，急著找先生及孩子。

循著救難人員手電筒的亮光，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周邊慘不忍睹的景況有如電影情節，天花

板與地面像天翻地覆般已分不清界限，衣櫃、床

鋪、梳妝臺等統統不見，所有物品癱倒滑落到地下

樓，四周殘牆瓦礫，房間扭曲變形，牆壁面面倒

下、傾斜，這是我的臥房？孩子的房間又在哪兒？

他們一定被壓得很痛很痛吧！救難人員指引我通

路，並說：「妳先出去，前面有人接應妳，我們會

找妳家人⋯⋯」我想起被壓著的陳先生一家人，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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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告訴救難人員：「樓下還有人活著，等你們去

救。」我雙腳麻木不聽使喚，在陡峭斷牆上，救難

人員排站一列，接力式接應，我腳踩著殘牆瓦礫碎

片，不知道經過多少戶人家，才走到出口。當被救

出後，我整個心思都在尋找和祈求孩子、先生可以

生還，無奈期盼終成空⋯⋯。

生與死竟是那麼一瞬間。我赤足所踩的地面通

路，是隔壁臥室倒下的隔戶牆面，如果這面牆沒倒

下，我根本沒通路，也無法被救；如果沒有床頭矮

櫃阻擋倒下的房間牆，我早被壓得血肉橫飛，而這

也正好形成一個小洞，讓我得暫時趴著棲身在裡

面，如果沒有倒下的房間牆，提供保護作用，抵擋

不斷癱塌下來的斷牆殘瓦，我將會被砸得頭破血

流，傷勢不言而喻；如果地震一開始我沒跳下床，

將會隨著屋倒人埋，成為罹難者。一切是那麼巧，

巧得天衣無縫，雖逃過一劫，但我多麼羨慕陳清村

一家人，黃泉路上相伴，一起走啊！

被救出來後，顧不了身上的傷和疼痛，我每天

守候著現場，焦慮的緊盯著挖掘的現場看，一心巴

望著孩子和先生能被迅速搶救出來。災後第六天，

仍然沒有先生和孩子的訊息，里長跑來叫我把先生

浩劫過後—《天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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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孩子的名字寫給他，說翌日要做「頭七」，我猛搖

著頭說：「不用吧！救難人員還在挖掘、搶救⋯⋯」

他告訴我：「先做頭七，沒有他們的名字，無法立

牌位超渡。」我的心更加沉重。

又過十天，看到救難人員把災區挖的地洞「逐

漸填平」，我一時意會不出這是救援工作已近尾聲，

還執意再等下去⋯⋯，後來大嫂提醒我：「要趕快

幫他們『引魂』到殯儀館，已經這麼多天了⋯⋯」

我這才意識到他們真的走了，真的消失在這世界

了，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我強忍著悲慟和淚水，打起精神請林溪河里長

協助喪事相關細節。患難真情，感恩里長伯相挺。

▲作者困在夾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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