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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不日靄可親、敬愛的公公

劉鐘惠時

會成憶起我鉤公公劉主安先生之時 ，總是難以

相信如此 一位仁慈 ， 淨。藹可鈍，受人敬愛的長者，

曾經是我的達(Da)官(台語公公的發音) ，乳何其

榮幸能夠成為他家中的一員。在我們相處的這四年

之間(直到 1970年乳和外子 r 三成兒子移民加拿大

為止) , ~猶如沐浴於馨風春雨之中 J 滋潤若無限

茗、愛之溫情。公公雖已仙逝多年，但他的音容猶在

J 幕幕往事憶情，歷歷在白，至今式的心中

仍存有滿懷溫馨 F 甜蜜的回憶!

劉家古厝

1966年我和公婆的么兒正雄結婚嫁入劉家，

和公公婆婆，篤信兄嫂同住在台南的古厝，當時

的劉家宅院位於博愛路(今改為北門路)和青年路

交界之一條小巷興華街之內 ，宅院內由一片曠地

草坪及花園圍繞，分佈接連幾處住家，分別為劉

家的伯、 叔 、播、姑、祖母、堂兄弟姐妹的居所

。在宅院中有一幢傳統四合院之建築，格局特殊

劉校長與其母親於宅院前留影 ，頗真樸實古風，當年是祖父母的居所，亦是劉

家節日慶典要在會之場所 。 (後來此幢四合院住宅也成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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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被譽為古E賣的劉家宅院

好台灣歷史文化， 研究東方哲學， 宗教

的外籍人士最愛落腳之租所，它亦成為

研究傳統建築人士探討之目標，最近它

被政府指定為古蹟，而擬配合主人之意

願 ， 將之修復保留) 。當年宅院四周圍

街口巷尾尚未興建高樓大廈 ， 視野較為

廣闊，庭院之內青翠大樹，密葉蔽日 ，

花木扶疏，洋溢著一股清新，安詳之氣

息 。

第一次到公婆的居所，最深的印象

便是覺得大客廳真像圖書館，大廳、中央

放置一張特大長方型，質料堅實的木製

桌子， 上面積疊一堆堆的書籍，筆墨，

書信， 紙張散佈桌面，桌凰擺了六、七

張椅子，四面牆邊的書架 ， 書櫥擺滿各種書籍，琳I良滿目，彌

漫著文采實質的氣氛，由此景不難想像此屋的主人是一位文質

彬彬， 喜愛閱讀，廣博見間的人物 。 此大廳是公公閱讀寫作的

地方 ，也是和校方董事 ，主管，教職員以及客人交談 、開會的

會議室。

結婚後，住進劉家古層，此大廳亦成為我最喜愛流連的地

方，因為大廳除了書櫥，大桌之外，還有一架大型的鋼琴，琴

蓋上置放著各種鋼琴練習譜本，它的魅力無窮，深深地吸引我

的心，我決心找老師再繼續練鋼琴，此後我便常在此大廳練習

鋼琴 。 我的婆婆少女期間就讀長女，畢業後，任職長榮女中教

授鋼琴， 就在此大廳中，她致故不息'殷勤地教導她的三個女

兒練琴 ， 使她們都從小就接受音樂的薰陶， 長大後都能彈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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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琴。婆婆在台南太平境長老教會輪值擔任司琴約有四十年之久

，也在這大廳裡'婆婆練習，準備教會的音樂詩歌曲譜 。 此大廳

有多種用途，我和公婆共享其妙處，留下許多甜美的回憶 。

據說當年公公在長女任教， 看到清秀美貌的音樂老師(我的

婆婆)坐在鋼琴前， 彈奏出一首首旋律優美，音符悠揚令人迴腸

盪氣的樂曲，深深觸動了公公的心弦 ， 愛的火花遊然而發，繼而

發出追求之攻勢，在當時，暗中傳遞紙條， 表達濃情蜜意，便是

求愛之捷徑 。 公公的熱情終於獲得婆婆的青睞，彼此交往約一年

，有情人終成眷屬結理成為夫婦，共譜患難同當， 喜樂向車，多

采多姿的人生樂章 。 公婆的戀愛故事 。

翁媳之間

師大畢業，結婚後，從高雄搬到台南，亦任職長榮女中， 在

'的沒 學校，公公和我是校長與教員的關

i還 係;在家中卻是公公與媳婦的關係
話宇平弋

= ，其實在我真正的成覺中，這兩則

都遠不如我們之間像誠摯朋友的關

了? 係 。 公公總是那麼溫文有禮，他雖

筆者(右二)全家與老祖母、公婆四代同堂合影

是一家之主， 一校之長，卻是平易

近人，一點架子都沒有，每天早餐

見面，他一定禮貌地寒喧Ii' Good

Morning! 昨晚睡得好嗎 ?.!1 '只

要我為他做點小事，例如烤麵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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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總是掛在公公嘴邊頻繁

運用，每次我遇到一些難

題，他總是不厭其煩給我

指導，在舊式大家族中，

難免會有不順，怒氣難受

之事發生，他會心平氣和

地勸導關懷我，使我得到

很大的安慰 ， 頓時沮喪的

心情也隨之煙消雲散了。

為7給排隊久待的三輪車夫賺點鐘，便搭乘三輪車並

賞些小費 ， 以此幫助三輪車夫之生計。

我和公公任教同一學校，但他通常都比我更早出發到學校，

當時我買了一部 50c.c. 漂亮摩登的摩托車代步，而我的公公貴為

校長之職，卻也是騎著摩托車上班，他的摩托車其質是由一般的

腳踏車裝上一個 50c.c. 的馬達改裝成的。當時學校有一筆經費是

為校長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三輪車運用的，可是公公卻不願動用此

筆經費，寧願留給學校補貼其他用途。他曾向我提過每次坐三輪

車，看到車夫非常賣力踩踏雙輪，尤其大熱天，車夫踏得滿頭大

汗，汗流夾背，心中覺得很難受不舒，這亦是他不願搭乘三輪車

的另一原因。

每次上班看到公公衣著得體，西裝革履，戴著一頂英國製絨

l帽，頗有英國紳士的氣派，卻騎上一部改裝的摩托車上班，覺得

很不搭配，看著他騎上摩托車在豔陽下，徐徐慢駛的身影，我的

心中有百般不捨，卻為他敬業，謙卑之精神，戚到敬佩折服 。

其實公公也不是其實完全拒絕搭乘三輪車，當他有公私事需

坐火車外出，每次回台南火車站，都看到一大群三輪車排隊在火

車站之前輪班等待客人來搭乘，我家離火車站並不太遠，走一小

段路便可到達，可是為了給排隊久待的三輪車夫賺點錢，便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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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輪車並賞些小費，以此幫助三輪車夫之生計，諸如此小小軟事

，都足以顯露公公的善良，慈愛的心懷 。

樂善好施

外子正雄也告訴我一件公公的善行，他說: [i'唸國小時，有

回跟著父親坐火車上台北，回到台南火車站之時，看到一位少婦

衣著檻樓，抱著一個幼兒坐在地上乞討，父親已經遇見此婦人好

幾固，每次都只匆忙經過丟了些錢給她，但此回覺得這婦人必定

有什麼原因使她必須出來街頭乞討，便想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此

婦人的丈夫臥病在床，不能外出工作，當年沒有健保制度，沒錢

就不能去看醫生。

父親要求那婦人帶路去她家，我和父親一跆跟隨那婦人，穿

越博愛路，繞過圓環，就在開山路旁看到一處散落的違章建築小

屋，婦人引我們進入一矮小房子，一進門果然看見她那生病的丈

夫;面色蒼白，形容憔悴地躺臥在床上，屋內土牆斑駁剝落，屋

頂只有幾片木板擋風遮日 ，此屋地斜樑歪，顯得搖搖欲墜，屋內

傢俱簡陋破舊，此悽慘之情景激蕩著父親憐憫側隱之心，除了個

人捐出一筆錢給那婦人之外，回到學校，又把此事的經過敘述給

學生聽 ，並建議學生每日把零用錢省下少許，捐出放入一個特定

的木箱裡'做為救助那貧苦，命運乖違的家庭之用，那婦人的丈

夫也得以就醫看病，後來他的病情好轉終得痊癒，並得以外出工

作，幫助家計，生活由此漸漸獲得改善。 』

由此小小軟事不難領會公公悲天憫人的心懷，他以身作則 ，

機會教育學生「施比受更為有福」及 「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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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譽潔淨

我的公公非常講究衛生，當時六、七0年代， 台灣的衛生設

備還很落後，他總覺得外面街坊攤位，甚至

餐廳的飲食餐具都不夠清潔，所以他外出，

每次都準備了←個不誘鋼的小盒子，捏面放

滿浸有酒精的棉花圈，隨身攜帶以便隨時使

用 。 有一次，我們一起坐火車上台北，在火

車上買了便當 ，他從容不迫地從身上掏出那

個寶貝小盒子，從襄面拿出一圓圓的小棉花

塊，開始分發給座位周圍的其他乘客，並向

他們說. í 請你們用棉花塊擦乾淨筷子，才

用來吃便當，因為這些筷子並不是夠潔淨的

! J 那些乘客都對這突如其來的動作竄到有

點驚訝錯愕'當時我也覺得有點尷尬，然而

公公卻神色自若 ，一本正經地拿出另一塊小

. ...正雄情急之下緊接著 4

說 r 阿爹!還有一種菌是 |

你所不知道的! J 公公好奇 l

的問 r 什麼菌?正雄回答

說 r 嘸要菌! (台語 :

不要緊) 公公聽了此話，

頓時笑得前仰後翻，手上那

盤生魚片也拿不釋了，正雄

詮機把那盤生魚片搶回來，

回到廚房，趕緊把它吃個精

光 。

棉花反覆擦拭自己的筷子做為示範，此時大家忱然大悟，也跟著

擦起筷子來，並露出會心的微笑，領會了公公的一番好意。這則

小趣事佐證了公公的「人溺己溺」之善心 。

公公不僅注重飲食餐真的衛生，對於食物本身之衛生亦很重

視，他最反對人吃生魚片(Sashimi) .有一次我的先生正雄買了一

盤生魚片，藏在冰箱的一個角落耍，等些時刻魚片涼了才拿出來

享用 ，不料卻被公公發現，他從冰箱拿出那盤生魚片，匆匆忙忙

走向後庭院，剛好被正雄撞見，正雄問他為何拿出生魚片?他回

答說 . r 你絕對不能吃生魚，我要拿去丟掉，你記得嗎?當年你

大哥篤信要留學美國，因為吃了生魚片，腸里有霉菌被美國海關

驗出，因而被移民局閱了好幾天，等舊好後才准予入境，這都是

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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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生魚片閥的禍。」他接著又說. r 這些魚片襄有很多種霉菌，

例如: Tai Sio菌(日語的大腸菌) , Sio Sio 菌(小腸菌) ，還有. . ﹒ 」

等不及公公說完話，正雄情急之下緊接著說. r 阿爹!還有一種

菌是你所不知道的! J 公公好奇的問 : r 什麼菌?正雄回答說:

「嘸要菌! (台語:不要緊)公公聽了此話，頓時笑得前仰後翻

，手上那盤生魚片也拿不穩了， 正雄趁機把那盤生魚片搶回來，

回到廚房，趕緊把它吃個精光。

此則小小的笑話，證明公公處處為別人著想， r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的精神，他雖是一家之主，卻很民主， 一點兒家長

的威嚴及架子都沒有，他給予子女充分的自由選擇，但是他從旁

監察 ，如果有不妥之處， 他仍會挺身而出，曉以大義，勸說輔導

公公一向對於台語的對句押韻特別鼠興趣，上述的趣事，也

就是日語的‘菌，和台語的 m緊w 發音相同而引發逗笑的效果

，在此種情況下， 公公的苦口婆心也敵不過么兒的調皮能嘴之習

性了 。

說起對句押韻，又憶起了一件趣事，有一次我和公婆到台南

市的中正路尾之 Sakaliba 夜市場吃點心， 看到一個實酪腸熟肉

的攤子，因生意冷淡，攤子老闆坐在一個小凳上 ， 翹起小腿，拿

了一隻剪切香腸滷肉的大剪刀，正在修剪他腳上的指甲，我們看

了都覺得很噁心，公公抑制了一股怒氣，上前向那位老闆問說:

你的攤位賣的是什麼?那老闆回答說:我賣的是酪腸熟肉。 公公

提高了嗓音向他說 . r 我看你賣的不是酪腸熟肉，而是臨腸腳

(Ka)Shioh肉才對! 那老悶聽了此語頓時面紅耳赤，一臉醜嶼， 羞

愧，趕緊收起了那把大剪刀，連說:歹(pine) 勢!歹(pine) 勢!

此情景使我和婆婆也不禁噗嚇大笑起來，我心中暗暗佩服公公的



思維敏捷， 反應靈活，語帶諷刺又不失幽默，從此以後 ，我們再

也不敢到那家酪腸熟肉攤子光顧了。每次我向親友們述說此則趣

事，都會引起一場哄堂大笑。

以校為家

公公把學校當成一個大家庭，他是一

家之主 ， 全心盡意的照顧家庭內的每一位

成員，無論是教師，職員或工友，都一視

同仁，以最真誠的心懷對待。對於學生的

l心後他又再…m一
番;查看教室，辦公室的門窗是

否鎖好 、 關妾，水龍頭有否漏水

，學校建築物有否損毀之處......

等等，直到夜幕低垂才回家。

呵護更如一位慈祥的父親，百般細心 ， 百般溫馨。他很不贊成把

學生「留級 J '他常說「留級 J 這個污點給予一個女孩子的影響

實在太可悲，將來如果為此而嫁不山去'豈不是毀了她一生?也

為此堅持不肯讓成績差的學生留級之事因而與教務主任不和。我

不能評斷公公的此番理論是否合乎邏輯，但據我所知，長女的校

友， 無論學生成績是好是壞，畢業後，結婚成家都成為賢妻良母

，相夫教子，溫馴有禮，在社會上亦有優秀表現頗有貢獻。

公公的職責雖是校長，但他也兼教化學及英文的課程，它教

學認真，準備充分，教材竅活 ， 而且他又善用比喻，舉例切當，

生動又幽默，使學生上課興趣特別濃厚，至今仍常聽到校友們津

津樂道當年上課有趣之情景 。

公公生活起居頗有規律，飲食節制，雖然身材削瘦，但是身

體健康硬朗，神采奕奕，精力充沛，他每日生活忙碌，學校各種

會議，行程安排緊湊，雜務繁瑣，事鉅靡遺，而他總是全力以赴

。 白天日理萬機，回家稍事休息 ，晚飯後，他又再回到學校巡視

一番 ; 查看教室，辦公室的鬥窗是否鎖好 、關妥，水龍頭有否漏

水，學校建築物有否損毀之處...等等，直到夜幕低垂才同家 。 學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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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大小各種事務都讓他牽腸掛肚，日恩夢繫，他以校為家，

愛校之精神，在此表露無遺!

著作等身

除了學校行政，教學職務之外，公公在百忙之中，又非常好

學，喜愛閱讀，擅長寫作;他把對基督教義之成受，領會及對聖

經章節之分析詮釋 ，以流暢、平近易懂之文筆，有條不紊地記錄

，敘述著作。每次完成一個主題之寫作 ，就自費印刷裝訂成數百

份小書冊，分發賠送給親友、教員、學生、會友或鄰居，甚至陌

生人，藉此引導人們更加瞭解體會基督教義中信、望、愛的真諦

。公公有生之年，前後大約出版了二十幾本書冊著作 。

長榮女中是一所基督教長老會創辦的女子學校，身為校長之

職，除了每週在學校領導學生聚會做禮拜，演講，宣導基督教的

道理之外 ，他亦常被邀請到各處教會去講道;他的講道簡要明瞭

' 他的聲音雖不很宏亮， 但他的表情豐富，音調隨著道理之內容

涵意抑揚頓挫，十分引人。他的儀態從容自信， 不驕不卑，風度

翩翩，他的頭髮黑中泛白，他的雙目在近視眼鏡之下炯炯發亮 ，

閃爍著睿智的光芒 ，嘴角浮現著絲絲懇、詳的微笑;他的比喻巧妙

， 善用貼切的舉例說明，把道理真義以幽默訣諧之表達方式釋解

出來，使人容易接受 。他的講道也常會引發一陣陣會意的笑聲，

所到之處非常的受歡迎，因此常被誤認為是某某教會的牧師，對

此他亦引以為榮!

公公雖然生長在一個富裕的家庭里，但他稟性善良，謙恭有

禮，善樂施，不曾養尊處優或染上純純褲子弟的惡習，他從小就

非常好學，天賦聰慧，理解力，記憶力特強，年輕時留學日本，

隨後又遊學英國，公公頗具語言天份，除了中文，他精通日文、



英文，能寫善道，他又喜愛旅遊，增

廣見識， 由此更豐富了他多菜的人生

琴瑟末日鳴

我的婆婆吉利，常提起當年不像

可

現在有這麼多餐館、飯店，宴請客人 公公總是戚謝上帝賜給他這麼一位賢妻，默獸為

都是在自家庭院、大廳擺桌辦菜，婆 她聾兒育女 。 (左起:長子、媳及長女全家福)

婆雖是出身大家聞秀，嫁入劉家，因環

境情勢所逼，也得學習烹調技能，多年來經驗累積，後來也磨練

得能燒出一手好菜，不遜於烹飪大師，每次董事、主任或教職員

在家中大廳開會，會議召開完畢，公公婆婆便邀請大家留下來用

餐，公公慷慨解囊，自掏腰包，婆婆買辦菜色， 一桌十幾道菜，

都得親自下廚烹調，有時請了一兩個幫手來協助，但也忙得滿頭

大汗，人仰馬翻，但公婆卻是滿腔熱誠 ， 樂此不疲，家中常常客

朋滿座，品嚐婆婆的美味佳錯，讚不絕口 。 歡笑、 喜樂和諧之氣

氛瀰漫著整個房廳 、庭院 ，此種親朋師友聚集歡愉的情景質在令

人回味無窮!

公公總是感謝上帝賜給他這麼一位賢妻，她的性情溫順，外

表看來嬌小柔弱，可是她有堅強的毅力，超人的耐心， 在大家庭

和姑婆相處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她總是有足夠的能耐，隱藏心中

的哀怨，逆來順受，以恩報怨，儘量保持家庭之和諧，以免影響

公公的心情，使他無後顧之憂，全副精神應付處理校務 。 公婆聲

育了六個子女(三男三女) ，婆婆負起了大部份撫育教養子女的

重責;家中柴米油鹽，生活起居飲食，買辦採購，內外應對，理

財會計，子女學業教育升學，繁瑣家務，她均是一肩擔當，外柔



…. .., 

關E量高調司董區畫瓢J，冒冒iiI話叢書

校長夫婦經常相借散步到民權路的石遠生醫院

操訪婆婆的大姊，姊夫(石連生醫師夫婦)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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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剛，精明能幹。她默默的耕藤，

無怨無悔。 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後，

必有一雙推動的手，此語說得真是

不錯，婆婆的美德彰顯了公公的功

績，他倆恩愛恆逾 ' 相輔相成，是

一對人人稱羨的模範夫妻 。

每個週末或假日，閒餘時間，

公公經常會陪伴著婆婆走路散步到

民權路的石遠生醫院探訪婆婆的大

姊'姊夫(即石遠生醫師)及外踴

兒、媳、孫輩等親人。遠生醫院之

內庭廣闊寬闊，院內繁花錦旗，花

紅柳綠，院中豎有好幾處堅實的棚

架，掛滿盆盆蘭花，石遠生醫師是

位遠近馳名的內科醫生，他閒餘嗜

好是栽培養殖蘭花，他所收羅的蘭

花品種繁多，五彩繽紛，千嬌百媚

，爭奇鬥豔，就在這蘭花園邊旁的

一處樹蔭下，擺了幾張紋路奇特，

光滑的石雕椅子，一張長方形石板

桌子，他們親人一夥兒圍坐在桌旁

，泡上一壺英國紅茶或烏龍茶，綠

茶 ， 配上精美甜點餅乾，慢慢飲咳

，細細品H嘗，閒話家常，暫時把校

務，家務拋到九宵雲外，儘情享受

難得的閒情逸致，此時微風輕拂，

花香陣陣，夾雜著此起彼落的談話



聲及輕輕的歡笑聲，好一幅安祥喜悅美

妙的畫面!這是公婆最戚溫馨幸福的時

刻。如今 ，逝者如斯，人事全非 ，不免

令人喘噓 ，此情今生不再，只待來日回

憶

根留故土

劉校長與孫子安得合影

1 970年，我和外子，兒子安得(當時三歲半)決定移民加拿

大，當初我們提出申請移民時，公婆便知事情的來龍去脈，所

以移民並不是出乎意外的事，並沒有帶給他們太大的震驚，但

是水到渠成之時 ，他們仍然非常捨不得我們的離別，他們百思

不解我們居然真的要放棄在家鄉安枕無憂的生活，到一個完全

陌生的異域去做流浪兒，多麼令人心疼!但他們是非常明理的

人，仍然尊重我們的決定，就在他們千叮萬嚀滿懷誠摯的祝福

下，我們毅然離開了台南故鄉，離鄉背景到異國加拿大追尋我

們的夢想 . 。

移民加拿大 ， 我們定居於離多倫多 (Toronto) 約一小時距離

的Guelph市，此城至今約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歷史，它是個大學城

，亦是文化，音樂之都。移民之後，我們和父母的聯繫就靠電

話及書信的往返，當年移民的思鄉之愁，生活的辛酸苦樂，盡

洩於筆墨字行間， 公婆在百忙之餘 ，也常寫信鼓勵安慰我們，

又常郵寄一些台灣特產給我們以聊慰遊子之心 。

, '_﹒ 旬， 也. - ", .. ~ --'-1-. I、心... --l _.,__ .... f .-，..弓，....... OiH'~' 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