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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作者、譯者簡介 

（一）作者介紹 

東野圭吾 

1958 年生於日本大阪市，大阪府立大學工學部電氣工學科畢業。曾獲江戶

川亂步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直木賞，故有三冠之稱。2012 年以《解憂雜

貨店》榮獲第 7 屆中央公論文藝獎。著有《徬徨之刃》、《美麗的凶器》、《天使之

耳》、《異變 13 秒》、《黎明破曉的街道》、《偵探俱樂部》、《魔球》、《天空之蜂》、

《解憂雜貨店》、《在大雪封閉的山莊裡》、《操控彩虹的少年》等書，其中多部作

品已被改編成電視劇、電影或漫畫。 

（二）譯者介紹 

王蘊潔 

日本求學期間，對日本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經翻譯的小說數量已經超

過年齡，直逼體重，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超越身高。譯有《魔女宅急便》、《現在，

很想見你》、《龍眠》、《白色巨塔（中）》和《博士熱愛的算式》等。 

二、本書內容介紹 

（一）本書大意： 

 

                                  

 

 

 

靜僻的街道旁，佇立著一家「解憂雜貨店」。只要在晚上把寫了煩惱的信丟

進鐵捲門上的投遞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後面的牛奶箱裡拿到回信解答。 

男友罹患不治之症，陷入愛情與夢想兩難的女孩；一心想成為音樂人，離家

又休學，卻面臨理想與現實掙扎的魚店老闆兒子；爸爸的公司倒閉，帶著全家捲

款潛逃，在親情與未來之間游移不定的少年……當他們紛紛寫信到雜貨店，不可

思議的事情也接二連三發生。看似幾段故事、幾個短篇的組合，但不管在人物之

間還是境遇的串連，環環相扣，前後呼應，而那些一瞬間的交會，又將如何演變

成一生一世的救贖？跨越三十年時空，雜貨店恆常散放著溫暖奇異的光芒…… 

（二） 雜貨店的解憂者： 

1、浪矢爺爺—幽默風趣、同理關懷、正向樂觀 

「浪矢雜貨店」的年邁老闆浪矢爺爺在雜貨店做心理徵詢服務，如果顧客

這裡不只賣日常生活用品， 

還提供消煩解憂的諮詢。 

困惑不安的你，糾結不已的你， 

歡迎來信討論心中的問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5%BA%9C%E7%AB%8B%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6%88%B7%E5%B7%9D%E4%B9%B1%E6%AD%A5%E5%A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6%88%B7%E5%B7%9D%E4%B9%B1%E6%AD%A5%E5%A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6%88%B7%E5%B7%9D%E4%B9%B1%E6%AD%A5%E5%A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8E%A8%E7%90%86%E4%BD%9C%E5%AE%B6%E5%8D%94%E6%9C%83%E7%8D%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6%9C%A8%E8%B3%9E


 2 

心中有煩惱或懸而未決的心事，只要把問題寫在信上，從雜貨店的鐵捲門縫

隙丟進店內，浪矢爺爺一定會用心斟酌，並將回信放在門口的牛奶箱中。 

2、三名意外客—坦率直接、未來預言 

三十幾年後的某日深夜，三名搶匪誤打誤撞進入這間廢棄了的雜貨店，

原本只想躲藏等待天亮，卻沒想到開啟了三十多年前與現在的時光聯繫，三

名搶匪無心插柳柳成蔭地替三十多年前來雜貨店尋求解憂的人回答問題。 

二、人物關係圖 

 

 

貳、專題探討 

一、夢想與情感的兩全 

追求夢想的過程是辛苦的，若有愛情、親情或友情的陪伴，更能讓我們在尋

夢的路上不孤單，快樂時有人一起分享歡笑，難過時有溫暖的臂膀可以依靠，這

些陪伴，讓我們面對夢想時更有力量、更有勇氣、更為堅定！正如書中的奧運選

手靜子及臺灣桌球教父莊智淵。 

(一)人物傳真—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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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措 

「我一直覺得自己站在奧運的舞台上是對他最大的報答。但是，最近發生了

一件對我們來說簡直就像是惡夢般的事，他突然病倒了……」 

靜子(月亮兔)，是一位優秀的奧運候選人，但深愛的教練男友卻在此時發現

罹患癌症，即將離世。靜子陷入瓶頸，即使內心再怎麼著急，練習的成績都不盡

理想。此時，教練男友發現靜子的軟弱，鼓勵靜子要勇敢逐夢，要靜子不可以奪

走兩人共同的夢想。此時靜子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想照顧生病的男友，又面臨

著奧運集訓的壓力，夢想與愛情的兩難，牢牢地裹住她、限制她，究竟該怎麼做？

各種想法在腦海裡圍繞著。 

2、逃避 

「我今天和他通了電話，我打算聽從您的建議，告訴他我放棄爭取參加奧運

的機會……」 

即使心裡再怎麼著急，也無法有理想的成績，每天都痛切的感受自己能力的

極限。靜子為和對手之間的競爭感到疲憊，無法承受一心想要去奧運的壓力，好

想逃避！靜子尋求解憂雜貨店協助，沒想到為其消煩解憂之人是三個不務正業的

小伙子，以他們理所當然的想法，直截了當地回覆：「既然愛他，就應該陪在他

身旁到最後一刻」、「猶豫是在浪費時間，趕快去陪你男朋友」等一般人所認為正

確的決定，她的內心仍很不安……若男友知道後，會不會因此而病情惡化？是不

是因為自己的脆弱，才會有這種「放棄」的想法？ 

3、猶豫 

「我無法對我男朋友說這些話，我漸漸瞭解到，對其他人來說，這件事根本

不重要，但畢竟是我和他曾經全力以赴、投入的運動。」 

「真的應該忘記奧運的事嗎？是不是應該拋開訓練，專心照顧他？這真的是

為他好嗎？」靜子越思考這個問題，越感到猶豫不決。因為在集訓期間，靜子曾

經多次打電話和男友聯絡，當靜子告訴男友她很努力練習時，男友很為她高興，

她知道男友是發自內心地希望她去參加奧運，只要她能參加奧運，他願意付出任

何犧牲。正因為男友的無私奉獻，靜子才能夠撐過那些痛苦的訓練，努力到今天，

她深深明白：參加奧運是男友生存的希望。所以，真的該放棄嗎？ 

4、坦然 

「如果我放棄比賽，就可以救你一命，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但事實並不是

無措 逃避 猶豫 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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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所以，我不想放棄自己的夢想。正因為我一直在追求夢想，所以才活得像

自己，你也才會喜歡我。」 

在幾經諮商之後，靜子愈清楚自己的想法。原來，當她寫第一封諮商信時，

心裡已經想放棄奧運了，其中的原因，並不只是想陪伴在生病的男友身旁而已，

而是終於可以以「男友罹患不治之症需要照顧」的理由，順理成章地逃避痛苦的

競技生活。然而，當雜貨店的小伙子勸她放棄時，她竟然無法下決心，於是靜子

終於明瞭一件事：原來她內心深處對奧運是很執著的！那是她自幼的夢想，於是

靜子不再被夢想與愛情左右，將夢想與愛情串在一起，追求夢想、陪伴男友，兩

者同時做到，這就是她最後坦然面對自己的收穫。 

 

(二)同場加映—莊智淵 

 在國際桌球體壇上，莊

智淵一直有「孤星」、「孤鷹」

之稱，二十多年來在全球四

處拼戰中，也有溫暖親情的

一路相伴。 

和一般在場邊加油吶

喊的媽媽不一樣，曾是桌球

國手的媽媽李貴美，自莊智

淵八歲開始培訓他打桌球，當他的教練、為他規畫生涯，乒乓球密密麻麻鋪滿了

他的成長路。賽場上，李貴美總是冷靜地看著莊智淵比賽、跟他討論戰術，臉上

從來不放太多表情。問莊智淵，怎麼看待母親身兼教練的雙重角色？「我和媽媽

的關係很親。身邊朋友沒人像我一樣，這個歲數還什麼都跟媽媽說。」三十一歲

的莊智淵毫不遲疑地回答。但他也回憶，從小媽媽就非常嚴厲，「不會輕易誇獎

我們。哪怕球打得好，她就只是點個頭而已。」十九歲一個人到歐洲打職業聯賽，

經過密集賽事洗禮後，對於球該怎麼打，逐漸有了自己的想法，有時和母親的意

見不一樣，即使如此，不管贏球或遇上挫折，莊智淵第一個想到的，仍然是最支

持自己的母親。 

在四處征討的歲月中，莊智淵開始有了寂寞的感覺。如何對抗孤單？他簡潔

地說：「環境會讓你克服。」而且時間一久，他的解讀更深刻：「孤單給我一股

力量。看到別人有伴，我覺得一個人更要把事情做好。」儘管有情緒起伏，但遇

上低潮的時候，莊智淵從未改變練球心態，若是選擇放棄，就沒有今天的莊智淵。

如今當起教練的莊智淵，經常鼓勵學生：「有付出就一定會有收穫。」因為，莊

智淵自己就是照著這句話走。這也是他在衝鋒陷陣的桌球生涯中，換來的最珍貴

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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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莊智淵如此執著的精神，加上媽媽從旁的指導鼓勵，開啟了莊智淵精

彩的桌球生涯。 

(三)小結 

有愛情陪伴的靜子，在懦弱逃避之後，對自己的夢想更為堅定，全力以赴，

不留遺憾，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愛情。有親情陪伴的莊智淵，縱橫球場之際，媽

媽始終在旁指導與關懷，讓他在逐夢的路上不孤單。追求夢想的過程中，有這些

支持與陪伴，更能壯大我們的羽翼，讓我們不懼狂風，勇敢展翅！ 

 

二、理想與現實的掙扎 

許多人都曾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有人選擇追求理想，有人選擇接受現實。

追求理想的不計其數，接受現實的也不在少數，最重要的是－－勇敢面對自己所

選擇的，並盡己之能，努力的去完成它。就如本書人物松岡克郎及享譽全球的李

安導演。 

(一) 人物傳真—松岡克郎 

               

 

1、執著 

    「我要走音樂這條路，所以繼續讀大學並沒有意義……」 

松岡克郎，一位熱愛音樂的人，立志要成為歌手，從中學開始對音樂產生濃

厚興趣，為了父母的期望，大學時選擇了經濟系，但積極參加歌唱比賽，遇到了

一些音樂人，這些音樂人對音樂的熱情，對克郎造成強烈的刺激。隨著他對音樂

的熱愛越來越強烈，就越覺得去學校沒意義，最後就休學了，父母知道後勃然大

怒，要他立刻回老家繼承鮮魚店，但克郎不願退讓，所以，他繼續留在東京，直

到完成目標。 

2、打擊 

    「自己沒有才華嗎？想靠音樂餬口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嗎？」 

幸運之神並未眷顧他，克郎在這條路上處處碰壁。評論家以一句「唱歌像你

這麼好的人太多了，如果聲音有特色就另當別論，但你並沒有。」直言不諱的批

判。他無法擺脫質疑自己的想法，當妹妹問他是否有自信靠音樂走下時，克郎的

內心深感不安……克郎寫信給解憂雜貨店，得到的回覆竟是「你現在根本沒辦法

靠音樂養活自己，只有那些有特殊才華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你不是那塊料，不

執著 打擊 棒喝 堅持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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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癡人說夢了，面對現實吧。」憤怒不已的克郎，再次受到打擊。理想和現實，

該如何抉擇？ 

3、棒喝 

    「音樂這條路很險峻，不如趁早放棄——大家最多只是點到為止，因為他們

不想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但是，這個回信者不一樣，發表的意見始終貫徹一致性。」 

面對著雜貨店第二封回信的內容：「恕我直言，你並沒有音樂的才華。」「身

上有特殊光環時，一定有人會發現，但是，至今沒有人發現你。」克郎內心反而

有種「痛快」的感覺，因為這些直截了當的回覆，毫不留情的粉碎克郎一直以來

認為「只是運氣還沒有降臨到自己身上」自我安慰的想法。之前克郎不願面對這

個事實，此刻這些回覆內容，反而讓克郎覺得暢快。是啊！是不是該放棄了…… 

4、堅持 

    「你走音樂這條路，有什麼成就嗎？還沒有吧？既然你當初無視父母勸阻，

想要投入一件事，就應該留下一點成就。」 

正當克郎重新檢視自己，「追求夢想」這件事是否變成為賭氣之時，父親病

倒了……躺在病榻上的父親卻嚴肅的對克郎說：「我和『魚松』都不至於脆弱到

需要你來幫忙，你不必想太多，再摶命努力一次，再去東京打一仗。即使到時候

打了敗仗也無所謂，一定要留下自己的足跡。在做到這一點之前別回來，聽到了

嗎？」克郎聽了父親鼓勵自己的話，重新拾起對音樂的熱忱。克郎再次收到來自

解憂雜貨店的信件：「我想告訴你一件事：你在音樂這條路上的努力絕對不會白

費。有人會因為你的樂曲得到救贖，你創作的音樂一定會流傳下來。」克郎返回

東京，比之前更努力地投入音樂中。 

5、相信 

    「有人會因為你的樂曲得到救贖，你創作的音樂一定會流傳下來。」 

    「喔，我懂了，現在是最後的時刻，我只要現在仍然相信就好嗎？老爸，這

樣算不算留下了足跡？雖然我打了一場敗仗。」 

有一日，聽克郎現場演奏的客人邀請他去丸光孤兒院舉行慰問演奏。為了救

一位女孩的弟弟，克郎犧牲了生命…… 

多年後，一場演唱會上，稀世天才女歌手水源芹說：「最後，要為大家獻上

那首歌，這首歌是當年我踏入歌壇的作品，但這首歌具有更深遠的意義。我弟弟

是我在這世界上唯一的親人，這首歌的作曲者是我弟弟的救命恩人，他用自己的

生命救了我弟弟。如果沒有遇見他，就不會有今天的我。所以，我會一輩子唱這

首歌，這是我唯一能報答他的事。」〈重生〉的前奏饗起。 

克郎選擇了他的理想，他的歌曲透過女歌手水源芹永續的流傳下去，直至他

離世前，始終相信「有人會因為你的樂曲得到救贖，你創作的音樂一定會流傳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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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場加映—李安 

台灣也有一位堅持夢想，使

夢想發光發熱的人物，大導演—

李安先生。 

李安的電影路，走的不快，

但很豐富。成長於傳統家庭的李

安，從小循規蹈矩、多才多藝，

家人一直對他有很高的期望。當

時，社會上普遍存在「萬般皆下

品，唯有讀書高」的迷思，連續兩年大學聯考失利，反而成為他展現藝術才華的

轉捩點。 

李安在準備報考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戲劇電影系時，他的父親十分反感，但他

卻一意孤行，父子的關係也因此惡化。在美國就讀大學期間，李安以第一名的優

異成績畢業。可是，畢業後的六年，李安卻懷才不遇。最痛苦的經驗是，曾經拿

著一個劇本，兩個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對別人的白眼和拒絕。李安

開始消極地認為：或許電影夢離他太遠了，漸漸地萌生了放棄的想法。幸好，妻

子林惠嘉的一句話：「安，要記得你心裡的夢想。」給了他及時的鼓勵。 

    新聞局在世界各地徵選優良劇本，李安創作的《推手》和《喜宴》兩部電影，

讓蟄伏多年的他，終於有機會展露導演的長才。現在，李安的電影題材從東方拍

到西方，從現代拍到古代，文戲有內涵，武戲有深度，透過鏡頭的詮釋，刻畫出

一幕幕動人心弦的畫面。精湛的導演技巧，更屢獲國際性大獎的肯定。在國際的

舞台上，李安一直冀望能夠透過電影，展現華人文化，因此他最津津樂道的是：

《臥虎藏龍》這部電影，成功的破除了「華人導演難以征服全世界」的迷思。 

李安的夢想，已經一步步的實現，他忠於自己的抉擇，憑著努力與創意，在

追求童年夢想的路上辛勤耕耘，堅定不移，正是個築夢踏實的典範。 

(三) 小結： 

理想與現實有時似乎背道而馳，理想似乎常常被現實扼殺。但理想並不是沒

有機會茁壯的。松岡克郎和李安都選擇追求夢想，雖然在追求夢想的路上也都曾

經想放棄，最後卻堅持下來，勇敢實現自己的夢想。如果選擇接受現實，更應努

力將理想與現實的距離拉近，試著尋找翻盤的機會。不論選擇哪條路，都是經過

一番掙扎，甚至捨棄生活中很重要的東西去選擇的，所以，一定要為自己的選擇

負責。 

 

三、親情與未來之間的游移 

每個人都曾經歷過青春狂飆期，埋怨父母不懂自己，不聽自己說話。因此，



 8 

許多話語沒說出口，許多溝通因此中斷，許多溫暖因此錯過。遺憾和裂痕，就在

彼此的沉默中漸漸增生了…… 

(一) 人物傳真—和久浩介 

             

 

1、茫然 

    「怎麼可能？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和久浩介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只要他想要的東西，父母都會滿足他。他

擁有最先進的音響設備，常和同學分享披頭四的音樂，蒐集了所有披頭四在日本

推出的唱片。然而，父親經營的公司倒閉，打算帶著全家捲款潛逃。披頭四也在

此時傳出要解散的消息。他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什麼？於是他把這樣的心情寄託

在解憂雜貨店，浪矢爺爺回覆他：「只要全家人在一條船上，就有可能一起回到

正軌上。」 

2、決定 

    「如果彼此的心沒有分開，發生可能會導致彼此關係斷絕的事態時，某一方

面就會主動修復。之所以沒有人主動修復，就是因為彼此的心已經不在一起了。」 

    和家人跑路的生活，浩介覺得自己就像是生活在黑暗小溪中的小魚，就要潛

入不會被人發現的河底。沮喪的他，在此時觀看了披頭四《Let it be》的紀錄電

影，從影像中，團員們各彈各的調，浩介感受到：披頭四的心已經不在一起了，

就如他和他的家人。浩介覺得自己遭到背叛，不論是家庭或是披頭四，自己珍惜

的東西遭到摧毀了。他賣掉披頭四所有的唱片，告別過去的生活…… 

3、逃離 

    「所以，這輩子再也無法見到父母了。想到這裡，內心深處湧現一絲酸楚。

但是，他沒有後悔。自己和父母的心已經不在一起，事到如今，已經無法修復了，

即使生活在一起，也沒有意義。這是披頭四教他的道理。」 

跑路前夕，媽媽告訴浩介：「不光是媽媽，爸爸也把你放在第一位，只要能

夠讓你幸福，我們可以付出任何代價，即使奉獻生命也不足惜。」少騙人了！一

家人都準備跑路了，兒子怎麼可能幸福？在跑路過程中，一向慷慨大方的父親竟

然為了幾十圓對浩介指責不斷。浩介的內心十分沮喪，看著父親的背影，浩介聽

到內心好像有一條線斷裂的聲音：那是期待和父母維繫在一起的最後一線希望，

然而，這一線希望也破滅了。現在，只想遠離父母，他不顧一切的奔跑…… 

4、後悔 

    「什麼『人生還是必須靠自己的雙手去開拓』，如果沒有自己輕視的父母付

出生命的代價，根本不知道自己會有什麼結果？」 

茫然 決定 逃離 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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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父母之後的浩介化名為藤川博，他被送到了丸光園孤兒院，最後成為木

雕師傅，開啟新的人生，過著充實平靜的生活，經常慶幸自己當初離開了父母。 

正當他覺得自己得到幸福之際，卻發現，父母在他逃離之後，選擇自殺來成

全浩介以另一個身分繼續他的人生。原來媽媽說：「只要能夠讓你幸福，我們可

以付出任何代價，即使奉獻生命也不足惜。」並不是說謊。因為自己逃走，父母

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自殺來成全他。後悔與自責湧上心頭，當時為什麼沒有再次

懇求父母，不要跑路，一起回家，一家人重新開始？ 

    此刻，再度看著披頭四《Let it be》這部電影，卻和當初有著不同的感覺，

四名成員很努力地演奏，即使即將分離，仍保有往日的那份情懷。此時浩介明白：

當初父母和他的心靈是貼近的、是契合的、是團結的。只是當時的他渾然不覺…… 

 

(二) 同場加映—五月天樂團石頭 

石頭對家庭的渴望，源自於從小父母的離

異。雖然是跟著父親，但是因為父親是船員，

常年不在身邊，地球上很多地方父親都去過，

但石頭一個也不記得，因為他沒有好好讓父親

說他的故事，耐心聽完他的話……在國中時得

知親生父母離異後，開始了石頭叛逆的青春

期。每日不是打架就是蹺課，彷彿全世界都是

他的敵人，都不愛他，都離他而去。他的養母

是對他的改變感到最傷心的人，因為她用全部

的心力來照顧石頭，把他當親生兒子，而他竟然不把她當母親。 

在最叛逆的時期，石頭遇上了一位念大學的大哥哥，大哥哥帶著他聽西洋音

樂、認識樂團、買唱片，開啟了石頭的音樂之路，也讓他立志考上高中去學吉他。

無奈高中聯考失利，經過一年的苦讀，考上師大附中，不僅開始了他嚮往已久的

音樂路，也改善了與家人的關係。幾年前石頭的父親得了嚴重的胰臟炎，無法再

享受美食。石頭才發現聽父親說那些海上的日子和父親形容的誘人美食是多麼有

趣！再加上他自己也身為人父之後，漸漸才明白，父母的責任有多大！如今，每

當石頭回想起過往的青春荒誕歲月，常常對於叛逆期的自己懊悔不已，但他也常

告誡自己，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而且要讓自己做得更好，跟爸爸一樣好。 

(三) 小結： 

無論是書中的和久浩介，或是五月天的石頭，他們都曾經厭煩自己的父母，

對父母感到失望，甚至於失去了對父母的信任。所以感到不安，無法遵循父母的

方法與期望。然而，無論發生什麼問題，無論經歷多少苦難，只要全家人都在一

條船上，就一定可以讓所有的事回到正軌；只要彼此的心沒有分開，所有的苦痛

都能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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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中的及時雨—關於諮商 

浪矢爺爺、三位少年對於諮詢者所給予的回覆，有訓誡痛斥、有未來預言、

有幽默打趣。回覆信件的人與內容雖然不同，但是那顆替諮詢者著想的心，為徬

徨的人帶來暖暖的關懷，如同一場灌溉心靈的及時雨。激發諮商者內心真實的想

法，讓諮商者釐清自己迷茫的內心，在不斷的自我對話中，找尋自己的出路…… 

當我們陷入難以克服的關卡時，尋求心理諮商是可以獲得緩解與幫助的。 

（一）心理諮商簡介： 

1、每個人在人生的過程中都會碰到一些問題、低潮或壓力。心理諮商便是協助

我們自我瞭解與探索困難的歷程。 

2、諮商是透過「談話」的方式，協助人解決問題的專業服務。心理師能理解我

們的感受，並且讓我們感覺好一點。 

3、尋求諮商的當事人是諮商的主角，我們有權決定問題處理的優先順序與深度，

心理師則是過程中的催化劑，陪伴我們一起面對與處理問題或困擾。 

4、諮商可以幫我們釐清造成心理困擾的根源，調整因應問題的方式或找出解決

問題的方法。 

（二）有效的諮商氣氛的四種特質 

1、具備溫和接納的態度 

誠摯關心 了解與接納 給予安全感 給予親切感 

          2、允許當事人自由自在的表達情感 

去除當事者心理防衛 讓當事者表達壓抑的衝動 使當事者盡情表達情緒 

3、有明確的規範與限制 

設限時間 設限行為 促進當事者表現自我 使當事者真誠面對自我 

4、沒有壓迫或限制 

警覺自己的欲望反應 警覺先入為主的觀念 警覺暗示或強制的方式 

經由這些特質，當事人得以對自己的衝動或行為、挫折或選擇，過去的情境

與現在的問題加以坦率的檢視。 

(三) 傾聽內在的聲音 

    書中的浪矢爺爺，在為他人諮商的過程中，漸漸瞭解到一件事：通常諮商者

心裡已經有了答案，找人諮商的目的，只是為了確認這個答案是正確的。浪矢爺

爺珍惜每一位諮商者的託付，連一張「空白信」都非常用心地回覆： 

「如果說，來找我諮商煩惱的人是迷路的羔羊，通常他們手上都有地圖，卻

沒有看地圖，或是不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 

但我相信你不屬於任何一種情況，你的地圖是一張白紙，所以，即使想決定

目的地，也一定知道路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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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白紙當然很傷腦筋，任何人都會不知所措。 

但是，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正因為是白紙，所以可以畫任何地圖，一切都

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很自由，充滿了無限可能。這是很棒的事。我衷心祈禱你

可以相信自己，無悔地燃燒自己的人生。」 

空白的人生地圖，不知道今後要往哪裡走？有些人渾渾噩噩的度日，讓時間

匆匆而過，卻不曉得自己身在哪裡？成了人生旅途的迷路羔羊；相反的，有些人

在空白的地圖上決定自己的方向，堅持並勇敢活著，終能為自己完成一張通往無

限可能的地圖。要成為哪一種人？浪矢爺爺告訴我們：其實，決定權正在我們自

己！ 

浪矢爺爺用一封封充滿愛與關懷的信，給與每位諮商者力量與面對未來的勇

氣，讓每個曾經迷途的羔羊，經由諮商過程和自己內在的聲音對話，進而尋回屬

於自己的道路，並繼續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努力。浪矢爺爺這股執著與認真，實實

在在豐盈了許多人的生命！ 

 

參、台灣人的「浪矢」精神—莊朱玉女女士 

    貴之：「別理這種人，一看就知道是惡作劇，理會這種人未免太愚蠢了。」 

    雄治：「你什麼都不懂。不管是搗蛋還是惡作劇，寫信給『浪矢雜貨店』的

人，和真正為了煩惱而上門的人一樣，他們內心有破洞，重要的東西正從那個破

洞漸漸流失。……所以，我會努力想答案後，寫回信給他，絕對不能無視別人的

心聲。」 

浪矢爺爺以一股我們「不懂」的認真、熱忱，誠懇的回覆每封諮商信，雖然

兒子貴之覺得莫名其妙，但他仍然深深珍惜每一位諮商者所託付的心意。 

    在臺灣，也有像浪矢爺爺一樣，用我們所「不懂」的付出，默默關懷不認識

的人，無所求的、傻傻堅持著…… 

一、賣夢的老人 

  ——莊阿嬤的自助餐 

在高雄市鹽程區公園路橋

下賣「十元自助餐」，讓許多清

苦的碼頭工人、遊民可以飽餐一

頓。為此，她賣掉了七棟房子，

五十年來照顧無數的窮苦民

眾。在 104年 2月 13日以九十

六歲高齡謝世，公祭會場除了政

商名流到場致意，還有陌生人因

為感念她的義行，在靈堂哭泣得像是痛失親人一般…… 

她是誰？她就是被視為「窮人的守護神」—莊朱玉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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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穩賠不賺」十元愛心自助餐 

來自澎湖的她長年在公園路橋下賣自助餐給窮困的工人與遊民，而收費是讓

人驚愕的「十元」！可說是「穩賠不賺」的生意。為什麼要這麼做？ 

阿嬤在民國三十八年開始賣飯，由於體諒同樣來自澎湖、在高雄碼頭工作的

工人生活很辛苦，於是做起了自助餐生意——剛開始是免費提供，後來因為負擔

太大，象徵性的收個三元、五元，最後約十年的時間才調整為十元；不過對於真

的沒有錢的人，就讓他們隨便付，甚至乾脆不收費。 

雖然價格非常低廉，但自助餐的菜色豐富，有魚、有肉、也有青菜；除了工

人，許多遊民也聞風而來，「愛心自助餐」的名聲就此傳開。阿嬤成了遊民的守

護神，有人無力付錢她也不介意，她只在乎他們有沒有吃飽。 

三、兒女「不懂」的堅持—助窮苦賣七棟房 

阿嬤的家境不差，兒女也都很孝順、有成就，但阿嬤堅持要賣自助餐，問她

為什麼？她理所當然的說：「良心就這樣想」。早年，阿嬤的女兒和媳婦會到攤

位上幫忙，眼看阿嬤年紀愈來愈大，希望她休息。但阿嬤認為自己還「煮得動」，

兒女於是決定都不幫忙了，想讓阿嬤知難而退。沒想到，阿嬤一個人賣，就這麼

過了二十多年…… 

阿嬤告訴兒女們：「哎呀，憨囝仔，咱們有法度贊助別人，顛倒卡好咧！」

不在乎有沒有收到錢，只要對方吃得飽就好。收工後阿嬤還得做資源回收補貼收

入，但總是入不敷出，別人是賣田養兒子，莊阿嬤是賣「房子」養別人的兒子，

前後賣了七棟房子還債。即使兒子不斷的喊停，阿嬤仍然每天做著她想做的事。

她的理由是：「做工的人在其他地方吃不起啦！不吃會餓死啦！」 

四、阿嬤說：「我們人生在世就是要做，人家養我們，我們養人家。」 

阿嬤的這句話，充滿著無私的奉獻。我們無法用社會的價值觀來討論她的生

意，在金錢如此拮据的狀況下，在眾人如此不解的困難中，她就這麼傻傻的賣著

她的夢想，想著自己提供的一頓飯食，讓別人有繼續活下去的力量。 

數十年來如一日的堅定決心，阿嬤說：她是助人，不是施捨。阿嬤行善，並

非出於宗教背景或特殊發願。她的愛心飽滿卻始終保持謙抑，在她簡陋而開敞的

自助餐棚攤，那些阮囊羞澀的人可以大方的走進來，用十元銅板換取一餐飽足和

有尊嚴的接待。 

五、用最執著的生命，刻畫賣夢老人的故事 

   「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不論是《解憂雜貨店》中的浪矢爺爺對陌

生諮商者精神上誠懇、用心的關懷，或是在高雄鹽程莊朱玉女阿嬤在物質上用十

元便當傳達給陌生人豐盛、滿溢的飯菜，皆是出自於一份無私的愛與奉獻。他們

不為名利，沒有私我，只求給予需要的人一些適時的幫助。讓生命遭逢困頓的人，

能因此得到慰藉與力量。他們的善意與善行，像漣漪似的盪漾在社會的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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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文壇巨匠巴金曾說：「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予，而不在於接受，也

不在於爭取。」無論是書中的浪矢爺爺或賣自助餐的十元阿嬤，始終執著於自己

想做的事，勇敢堅持、樂於付出，寫下不平凡的生命意義，為人間增添溫暖的光

彩。 

 

肆、參賽心得 

一、子寧心得: 

看完這本書，我發現每個人都期待—回應。在書中，每個向解憂雜貨店諮詢

的人，都非常期待解憂雜貨店的回應，不管信中的內容是犀利是溫和，都能解決

他們的問題，幫助他們做選擇。通常在回答他人問題時，許多人都是看心情或看

狀況來決定回答的態度，包括我也不例外，往往因此而忽略別人的感受。我們應

學會「將心比心」，你希望別人認真回應你的問題，就一定要先認真回應別人的

提問。所以，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與認真的回應別人—這是我從《解憂雜貨店》

學到的珍貴道理：  

二、孟伶心得： 

這本書的寫作手法很特別，運用信件的時光穿越製造許多謎團，而貫串其間

的無非「傾聽」二字。學會傾聽別人，會使一個人有很大的轉變，無論是心理層

面或是外在行為；而有人傾聽自己訴說心情，也是一種心靈的解放。其實我自己

的語言溝通能力並不佳，透過這本書，我知道除了用講的之外，還可以以書信的

方式來告訴他人我的想法，也可以透過書信傾聽他人的想法。 

三、黃婕心得： 

參加這次的「閱讀專題報告」，是一個非常棒的經驗，雖然遇到許多困難，

但我們透過一次次的溝通與討論，漸漸有了共識，有了架構，終於完成了這一份

的報告。我很喜歡這一次的體驗：因為團隊的共讀，看到每個人不同的切入角度，

讓我們拓展更開闊的視野，激盪出更多不同的想法，迸發出更多的火花，這真的

是前所未有的「暢快」感受，如果下次還有這樣的活動，我一定會迫不及待的參

加。 

四、善媛心得： 

閱讀這本書，我發現不管是浪矢爺爺，或是翔太、敦也、幸平回答問題時，

皆用心的替人著想，細細的諦聽與了解，字裡行間充滿著陣陣的溫暖和感動。最

特別的地方是我在設計人物樣貌時，彷彿真能感受每個諮商者的心情，了解他們

的矛盾和感受，面對什麼處境，做出什麼抉擇，把這樣的感覺畫出來，自己也跟

著書中人物情緒起伏了一回，這真是一次極特別的閱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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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rswJsZw9Ozw

